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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由鹤壁市委、市政

府主办，淇滨区委、区政府承办

的鹤壁5G产业园启动仪式在

鹤壁东区“创业创新园”举行。

鹤壁市委书记马富国、市长郭

浩、常务副市长洪利民、副市长

刘文彪、副市长常英敏，淇滨区

委书记李杰、区长王志武，以及

来自京东集团、阿里云、农信通

集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云端

领航（北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移动鹤壁分公司、鹤壁

国立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企业的代表共计逾200人出席。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秦川

拥抱 5G，产业互联网融
合发展迎来新机遇

长期以来，电子信息产业始终是
鹤壁市的支柱产业。作为全国 20 家
电子城之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鹤
壁市的无线电企业最多时有 24 家。
进入新世纪以来，鹤壁市电子信息产
业迎来新的历史机遇——被省委、省
政府确定为全省电子信息产业“一体
两翼”中的重要一翼；国务院也在支
持中原经济区建设相关文件中，明确
提 出 支 持 鹤 壁 市 电 子 信 息 产 业 发
展。以汽车电子、光电子、消费类电
子、农用植保类电子为特色的电子信
息产业集群正在该市加速形成。

近年来，鹤壁市持续加快产业转型
和产业升级步伐，以数字经济为指引
积极谋划布局鹤壁东区建设。此次启

动的 5G 产业园位于鹤壁东区核心位
置，建成后将以大数据中心和云平台服
务为载体，规划建设 5G 技术研究院、
5G器件检测中心、5G应用体验园、龙
头企业培育基地、创新企业孵化基地、
科技领军人才创造基地、创新团队实践
基地、高校“新工科”实训基地、物联网
工程师培养基地等，打造数字经济产业
生态圈，为产业集聚奠定基础。

“去年 12月，省政府正式出台《河
南省 5G 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今年 3
月，鹤壁市研究制订了《鹤壁市5G人工
智能三年行动计划》，淇滨区紧跟政策
导向，抢抓政策机遇，由发改部门牵头
联合华为、中国移动、国立光电等企业
迅速开展5G产业园区规划和省重点园
区申报工作。同时，加大数字经济、人
工智能等项目引进力度，力争今年二季
度将鹤壁5G产业园纳入全省重点发展
园区序列。”淇滨区发改委主任杨万洪
告诉记者。

相比4G技术，5G技术的峰值速率
将增长数十倍，从4G的 100Mb/s提高
到数十 Gb/s，可支持的用户连接数也
增长至 100万用户/平方公里，能更好
地满足未来万物互联的海量接入场景，
端到端延时也从十几毫秒减少至几毫
秒，相比4G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在 5G 网络环境下，大带宽、多天
线、云化空口、灵活空口等关键技术的
应用，使得用户体验和系统容量得到质
的提升，安全机制将更加健全、可靠。
同时5G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技术的融合，能够在智慧政务、智慧民
生、智慧产业、智慧城市等方面催生出
更多的新模式、新业态。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目前中国移
动鹤壁分公司已实现园区内 1平方公
里 5G 网络的全覆盖，可为园内客户
提供千兆高速网络。下一步，鹤壁
5G 产业园将努力建成 5G 核心技术、
芯片、元器件的研发创新基地，打造

5G+自动驾驶、物联网、智能制造、智
慧仓储物流领域的生产制造基地，建
设 5G+智慧城管、智能停车场、无人
机、无人宾馆、无人超市、智慧楼宇等
方面应用示范基地，助力鹤壁东区成
为 5G产业的“华强北”和“新义乌”。

发展数字经济,培育高质
量发展新动能

目前，鹤壁 5G产业园已吸引了京
东云、农信通集团、鹤壁国立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大数据、人工智能
创新企业入驻，阿里云创新中心、中海
创、美威智合、超立方虚拟技术等企业
已经签约，华为、腾讯、瀚云工业物联
网等项目正在洽谈。

作为首批入园企业，国立光电执
行董事马传琦十分欣喜地告诉记者：

“目前各地 5G产业园区的建设都处于

起步阶段，鹤壁不仅走在了前列，对企
业的支持力度也很大，服务意识很
强。国立光电进驻园区，看中的就是
这里的产业集群效应，目前入园企业
涉及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
算等领域，我们对市委、市政府和区
委、区政府精心打造的干事创业环境
充满信心！”

为了向入驻企业提供优质服务，鹤
壁市、淇滨区两级政府贯彻“把企业当
甲方”的理念，在对园区进行顶层设计
的过程中，依托京东实体店建设人工智
能产品交易中心，设立 5G产业发展基
金，为入园企业提供 5G领域的技术支
持、人才供应、应用示范、业务合作、股
权投资、供应链配套和场地保障等全产
业生态链服务，全力以赴打造省内一流
的5G产业生态环境。

谈及鹤壁5G产业园未来的发展规
划，淇滨区区长王志武表示：“为加快
5G产业发展，吸引、支持更多企业前来

投资兴业，淇滨区围绕 5G产业出台了

相关支持政策。下一步，鹤壁 5G产业

园将重点围绕产业发展做文章，通过合

理调配产业园资源，提升入园企业研发

生产效率，形成鹤壁市人工智能产业高

地。”

——出台激励政策，加大招商力
度。淇滨区政府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

策，涉及企业用房、项目投资、企业研

发、财政贡献等九大方面，对符合园区

产业政策、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实

行“一事一议”。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

业活力，促进全区经济快速发展和转型

升级。

——成立产业发展基金，优化投融
资平台。为了解决入园企业融资难等

问题，区财政设立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鼓励社会资本与区财政共同设立产业

发展基金，主要用于重点发展 5G产业

的培育和引进、项目建设。帮助企业拓

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以期在满

足园区建设资金需求的同时服务产业

发展，实现“产融结合”。

——组建园区运营公司，提供市场
化服务。成立专业园区运营公司，协助

优化园区、企业、人员的管理和服务，通

过人工智能“线上+线下”模式提升服

务效率，全面搭建园区智能服务系统，

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经营模式多元

化，为园区企业提供增值化、个性化服

务，打造基于园区产业发展的服务链

条。

“鹤壁市将以建设高质量发展城市

为目标，以鹤壁东区建设高质量发展城

市创新引领区为重点，积极推动 5G技

术广泛应用于公共服务、政务办公、城

市管理、产业升级等诸多领域，努力在

大数据产业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集

聚等领域取得突破。”鹤壁市副市长刘

文彪表示。

可以想见，此次鹤壁 5G产业园的

建设实施，将在加快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的同时，加速新兴产业集聚融合，赋能

高质量高效益发展，成为鹤壁市新的经

济“增长极”！

国立光电董事长朱明甫为鹤壁市委市政府、淇滨区委区政府负责同志等
演示5G场景应用

鹤壁5G产业园规划效果图

鹤壁5G产业园正式启动

科技创新赋能鹤壁高质量发展

吴慧丽，主任医

师，郑州大学附属郑

州中心医院消化内科

主任，先后荣获“郑州

市医德标兵”“郑州好

医生”“郑州市中心医

院张褒佳式好医生”

“郑州市中心医院十大科技创新人物”

等荣誉称号。20多年来，她一直从事

消化内科临床一线工作，对各种食管

疾病、胃炎、消化性溃疡、急慢性腹泻、

炎症性肠病、慢性肝炎、肝硬化腹水、

消化道出血、消化道肿瘤的诊断和治

疗有丰富的经验。她率先在郑州市

开展了无痛胃镜、无痛肠镜检查，并擅

长消化系统疑难杂症的诊断及危重

病人的抢救。

吴 慧 丽 有 两 个 坚 持 多 年 的 习

惯：每天门诊过后，她要去病房走一

走看一看。每次做完手术，她也要

到病房走一走看一看。

吴慧丽还有两大特点：对待患者

的询问和困难，无论工作再忙，她都

会认真讲解、耐心疏导。科室只要有

危重病人，无论是上班时间还是节假

日，她总会第一时间赶到抢救现场。

日复一日的习惯和坚持，她和患

者成了朋友。吴慧丽说：“让患者摆脱

病痛的折磨，脸上绽放出满意的笑容，

这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是其他成功无

法比拟的。从事医生这个职业，我无

怨无悔。”

□本报记者 王俊霞
本报通讯员 沈四新 陈亚平

吴慧丽耐心、细致解答患者疑问

【故事篇】

始于信任，患者把后事托付给她

林女士是跟随吴慧丽 20多年的
“铁杆粉丝”。

她是一位慢性乙肝患者，身患残
疾且有抑郁症，身体的残缺并没有影
响林女士追求自己的梦想。她聪明能
干、办事果敢，创办了一家公司。

即使如此，上天仍然和林女士开
了个“玩笑”，她由慢性乙肝发展成了
肝癌。吴慧丽很欣赏林女士自强不息
的精神，竭尽全力为其救治，并且对她
进行心理疏导，让她鼓起了生活下来
的勇气。林女士家里有什么事，吴慧
丽能帮就帮。由于乙肝母体的遗传
性，林女士的四个孩子有三个也患有
该病，这三个孩子的治疗也都是吴慧
丽负责。

2017年，林女士因为肝癌危在旦
夕，弥留之际，她把吴慧丽叫到病床
前，紧紧握住吴慧丽的手说：“妹子，
你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我也没有别的
更信任的人了，我把后事就交代给你
了。交代给你，我放心！”吴慧丽眼含
泪水，用两个手机录下了林女士关于
房产、财产的分割遗愿。林女士去世
后，在吴慧丽的主持下，其丈夫和四
名子女均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对财产
分割没有半点意见，这也了却了林女
士最后的心愿。

病人和医生之间，该怎么样去建
立信任？在医患关系紧张的今天，吴
慧丽身体力行，她用认真、严格的工
作态度，和对患者无微不至的关怀，
赢得了无数患者的信任。

因为责任，为患者绝不放弃

35 岁的小周患有急性重症胰腺
炎，病情十分凶险，在医院住院两个
月，原来健壮的他体重下降了 30 公
斤，各个器官出现慢性衰竭，情况万
分危急。由于家庭困难，无力负担高
额的治疗费用，家属打算放弃治疗。

这件事刚好被吴慧丽知道了，她
认为小周正值中年，是家庭的顶梁
柱。顾不得考虑太多，她立即组织科
室为小周进行了捐款，同时向医院申
请为小周启动慈善救助。当时的吴
慧丽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想尽一切
办法让这个患者活下去。

经过多学科的综合治疗，一个月
后，小周康复出院。出院当天，小周
的爱人专门找到吴慧丽说：“主任，如
果没有你，孩子他爸就没了！我这个
家就垮了！”

是的，吴慧丽的心里时刻装着病
人，她总是在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
她乐善好施，对于病人从来不会吝啬
微笑和耐心，对于需要帮助的人她总
是倾囊相助、掏心掏肺。

“只要还有人因为贫困看不起
病，作为医生，就应该想着如何让他
们得到救治。”吴慧丽朴实的话里带
着倔强和执着。

一流技术，让患者躲过“被开胸”

70 多岁的孙大爷是吴慧丽的老
病号。

一年多前，孙大爷查出有食管轻
度异型增生，吴慧丽得知后，定期为
他复查。今年年初，在为孙大爷进行

放大胃镜检查时，吴慧丽的心揪了起
来，她高度怀疑孙大爷患上了食管早
癌。随后，通过内镜切除并送病理检
查，验证了她的判断。由于发现及
时，同时在吴慧丽的建议和指导下，
孙大爷躲过开胸手术这一劫，而是通
过胃镜进行了早癌的微创切除。

在随后的复查、随访中，老人的身
体状况一切良好。如今，孙大爷的身
体越来越好，家人常常打电话向她表
示感谢“是您给了老人又一次生命！”

目前，我国内镜下早癌发现率不
足 30%，而韩国、日本早癌发现率分
别在 50%、70%左右。为了让更多的
消化道早癌患者早发现、早治疗，吴
慧丽积极学习国际先进的诊疗技术，
先后引进上海中山医院“大国工匠”
周平红团队、日本内镜专家大圃研团
队。在两个团队的指导下，吴慧丽带
领的团队内镜技术业务学习常态化、
诊疗操作规范化，消化道早癌的发现
率大幅度提高。

【技术篇】

精益求精，药到病除，是她
毕生追求的目标

作为一名高级职称临床医生，

每天要接触大量门诊患者，这就需
要扎实丰富的临床知识和临床思维
能力。吴慧丽说，为了做到这一点，
别无他法，只有做到三多：多说，主
动与患者进行语言交流，学会倾听
他们的心声，了解患者的内心世界；
多写，及时记录接诊患者心得体会，
以便改进；多看，工作之余，及时查
阅大量本专业文献，进行自我充电，
尽可能提高自身专业理论技能水
平。

曾记得，吴慧丽于2004年开始在
郑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消化内科
深造学习。这期间，失去的是与家
人、亲朋好友的团聚，失去的是为人
母亲对孩子的关爱，失去的是周末的
休闲放松。但是为了工作精益求精，
在消化内科开拓出一片天空，吴慧丽
无怨无悔。2007年，当她被聘为消化
内科主任医师后，专业工作更加繁
重，除了日常专家门诊，身为消化内
科副主任，还要协助科主任完成大量
行政事务，监督完成医疗质量监控，
主持科室疑难病例讨论，参与完成本
专业重要学术活动，参与指导完成科
室危重患者抢救。

无论多忙，吴慧丽在工作过程中
都坚持严格自我要求，认真查看每一
位接诊患者，详细询问病史，尽可能
及时做出合理诊断，认真书写病历资
料，规范每位患者的医嘱；耐心细致
地与患者进行交流沟通，及时解除患
者内心忧虑；工作之余，她还加强本
专业知识钻研学习，及时了解专业进
展，熟练掌握专业诊疗规范，汲取国
内外宝贵诊疗经验，积极做到理论实
践相结合。

树立良好职业操守，用“心”看
病，专“心”看病，精益求精，药到病
除，是她追求的目标。多年来，吴慧
丽勇攀技术高峰，十分注重技术创
新。2009年至今，开展数百例“经十
二指肠镜逆行胰胆管造影、取石。
支架植入及鼻胆管引流术”，实现不
用外科手术，无创胆管取石；对于胰

胆管恶性肿瘤并梗阻性黄疸患者，
经十二指肠镜支架植入及鼻胆管置
管引流术最大限度延长患者生命，
提高其生活质量。之后，她相继开
展“超声及 CT 引导下肝穿刺活检
术”“重症急性胰腺炎空肠营养管置
入早期肠内营养”“消化道恶性肿瘤
经内镜化学粒子植入术”“碳 14 呼
气试验无创幽门螺杆菌检测”。此
外，她利用院士工作站工作平台率
先开展“乙肝病毒基因型及耐药基
因检测”“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
破裂出血经内镜曲张静脉注射硬化
剂及（或）组织黏合剂止血治疗”等
多项新技术、新业务，大大提高本专
业诊疗技术水平。与此同时，2010
年至今，吴慧丽又加大了科研研究
工作力度，在科室内专设科研小组，

“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信号通路
抑制剂雷帕霉素在抑制溃疡性结肠
炎癌变的应用”于 2012 年获市级科
研立项，同时大肠癌早期筛查研究
正顺利开展。

作为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同时
作为消化内科主任和消化内镜中心
主任，熟练掌握消化内镜技术必不
可缺，于是，吴慧丽于 2002 年率先
在郑州市打造无痛消化内镜技术，
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痛苦。近年
来，在吴慧丽的带领下，中心医院消
化内镜技术取得长足进展，已常规
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及胃肠镜下
息 肉 切 除 、内 镜 下 黏 膜 切 除 术
（EMR）、内 镜 下 黏 膜 剥 离 术
（ESD）、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硬化、组
织 胶 注 射、超 声 内 镜、胶 囊 内 镜、
ERCP 等 技 术 。 尤 其 是 2017 年 9
月，她带领消化内科成功引进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周
平红教授团队，近距离得到国际一
流专业团队技术指导，使医院消化
内镜技术得到跨越式发展，足不出

“户”为省内外人民群众提供一流医
疗服务，赢得了业界同行和众多患
者一致称赞。

让患者绽放满意笑容
——记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吴慧丽

吴慧丽在查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