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曹萍）5 月
22 日，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
《2019 年度河南省特招医学
院校毕业生公告》发布，全省
将为乡镇卫生院招聘医学院
校毕业生 3780 名，特招生将
在经费补助、入编、职称晋升
等方面享受到优良待遇。

根据公告，本次参加招聘
的单位是全省各乡镇卫生院，
共招聘医学院校毕业生 3780
名，其中本科生440名、大专生
3340名。

“此次招聘不分应届往届
均可报名，部分专业大专学历即可报考。”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

在具体专业方面，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中西医结
合 4个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均可报考；康复治疗学、药学、中
药学、护理学等 8个专业，报考者需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康复
治疗技术、医学影像技术、医学检验技术等 3个专业，大专学历
即可报考。

对于特招的医学院校毕业生，我省将分别从经费补助、编
制管理、福利待遇等方面给予保障。“对特招的本科生每人每
年补助 6000元，持续 5年，在服务期内分年度拨付；在编制上，
用人单位有空编的，要优先解决特招生的入编问题，不受服务
期限限制；对特招到乡镇卫生院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实行

‘县招乡用、县乡联动’管理，既可纳入乡镇卫生院编制，也可
纳入县级公立医院编制管理，在县级公立医院设立特设岗位，
到乡镇卫生院工作。”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特招生一经
聘用，在基层工作服务时间应不少于 6年（含按国家规定参加
医师规范化培训时间）。

据悉，本次招聘的具体工作由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自行
组织实施。7月至 8月，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将结合当地实
际发布各自具体招聘方案，对于报考人数达不到 1∶3比例的紧
缺岗位，可直接采取考核方式招聘。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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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毕生精力回报社会

5月 20日上午，李东亮带着人体器官
捐献登记表来到商丘市第四人民医院，办
理相关登记手续。

“我平常工作就是这个，帮助更多的
人，传递温暖与希望。虽然每天这样奔
波，但是我没有感觉到累，或许这才是我
生命得以延续的动力吧。”李东亮笑着
说。

出生在柘城县农村的李东亮，从小就
梦想着成为一名军人。1994年 12月，高
中毕业的他如愿以偿，参军成为一名战
士。后来，他又考上了军校。在军校读大
三时，他被确诊为尿毒症，这个消息如同
晴天霹雳，几乎要把这个当时仅 24岁的
农家子弟推向死亡的边缘。在战友、家乡
父老等人的捐助下，他做了换肾手术。他
在日记中写道：“我的血液里流淌着大家
的爱，此恩必当涌泉报。”

2003年 9月，李东亮以一级伤残军人
身份复员回家。为帮助更多人，他在商丘
开了一家免费心理咨询机构，并成立了

“同在蓝天下”义工小组，正式开始了他的
公益之路。

起初，义工小组仅有 13 名爱心人

士。李东亮带领大家开展各种爱心活动，
很快就吸引了教师、个体老板等 50多名
热心人士加入。2006年 7月，他发起成立
了河南省首家注册的义工组织——商丘
市义工联。

十几年来，商丘市义工联在李东亮的
带领下，组织开展很多助老扶弱、扶困济
贫、捐资助学、环境保护等公益和慈善活
动。其会员已与近 500个残疾人家庭或
个体建立帮扶关系，并联络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通过“一帮一”“一帮多”“多帮一”等
多种方式，结对帮扶在校残疾人学生、残
疾人家庭子女及贫困人员。

如今，商丘义工联已拥有会员 5000
多人，设立爱心帮扶站16个，成立义工站
41家，设立环卫工人爱心休息点82家，有
爱心顺风车近 300辆，累计开展“关爱夕
阳”“生命之光”等项目 300多次，资助贫
困生 2000 多名，帮扶弱势个体 3100 多
人，捐建爱心小学一所，累计捐款捐物价
值500多万元，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总人数
20多万人（次）。

“复员回家时医生说我还有 5年的生
命，可如今已经过了好几个 5年。大家给
了我生命，我要让它有意义，用毕生精力
回报社会。”李东亮说。

生命不止服务不止

“像蜡烛为人照明那样，有一分热，发
一分光”，李东亮的公益之路正是如此。

2016年 8月，李东亮发起筹备了“商
丘好人”爱心早餐公益项目。目前，爱心
早餐项目已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近
10万人次，成为商丘这座好人之城美丽
的风景线。

2018年 5月，李东亮牵头成立了全国
首个由器官移植受者发起的器官捐献服
务队——商丘市爱之源人体器官与遗体
捐献志愿者服务队。目前，已有200多名
志愿者填写了器官捐献申请。

身为商丘市帮扶商丘好人协会会
长的李东亮，还积极开展着礼遇商丘好
人和道德模范活动，设立商丘好人免费
理发点 30 多家、联系商丘好人免费体
检定点医院 15 家。在他的提议和倡导
下，商丘市成为我省首个实现景区景点
对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免费开放的城
市。

“做公益、讲奉献、服务群众，这是我
一辈子的事业，只要我的生命不停止，我
的公益之路就永远没有休止符。”李东亮
告诉记者。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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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泰戈尔有一句名

言：“我们必须奉献于生命，

才能获得生命。”这句话在李

东亮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李东亮是一名伤残退

伍军人，却在十几年的时间

里帮助了数以千计的人。

他先后获得中国最佳公益

精神奖及中国青年志愿者

优秀个人、中国好人、全国

最美志愿者等称号。前不

久，在北京举行的第六次全

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

彰大会上，他再获殊荣，被

授予“全国助残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 5月 22日从省财政厅获悉，我省
日前获得 2019年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8000万元，用于支持省级
临床专科建设、县乡村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和社会办医院医疗服
务能力提升。

临床专科建设是此次补助资金支持的重点，我省共获得
3200万元。其中 1200万元用于 3个省级重点专科建设，其余
2000万元支持 20个社会办医院临床专科建设。同时，我省被
列为中部地区3个家庭医生诊疗试点省份之一，获得2000万元
支持，其中500万元统筹用于技术开发和组织培训等工作，开展
家庭医生诊疗能力提升项目；1500万元用于支持3个县探索通
过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提高家庭医生的诊疗水平，促
进构建分级诊疗秩序，补助标准为每个县500万元。

为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央财政安排 2800万元，对我省
4个深度贫困县每个县补助700万元，其中400万元用于支持2
个专科建设；其余 300万元用于支持 6个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
室医疗服务能力提升。③8

中央财政8000万元
支持全省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提升

有补助还能优先入编

我省特招3780名医学院校毕业生

公益之路没有休止符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5 月 23 日，光山
县斛山乡邱大湾村豫
皖农场桃农在收获鲜
桃。近年来，该乡通过
招商引资，先后在邱大
湾、郑湾等 16 个村流
转土地 13500 亩，种
植了连片万亩桃园。
这些鲜桃比常规桃子
提前 25 天上市，平均
每亩产鲜桃 3500 斤、
每亩年收益 8000 多
元。⑨6 谢万柏 摄

近年来，郑州市管城区陇海马路
街道党工委坚持以“党建引领、共建
共享”为抓手，以夯实城市基层党建
为统领，以提升社区服务品质为重
点，以形式多元、内容多样的活动为
载体，不断提升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质
量和水平。

街道党工委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契机，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书记讲党课”等主题党
建活动，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实行清单式管
理落实党建工作主体责任，要求各
级党组织及时认领“责任清单”，主
动明职尽责。深入开展专题民主生
活会、组织生活会，严格自查自纠，

提升服务效能；推出“陇海在线”微
信公众号，以街道为主阵地，各社区
为分会场，设置“先锋陇海”党务专
栏，集中力量打造集“党员、群众、志
愿者”于一体的城市基层党建活动；
按照“条块结合、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共驻共建”的思路，组建四大区
域党委，建立健全共驻共建、协调议
事等 7项工作机制，逐渐形成了以服
务群众为重点、全体党员共同参与
的区域化党建工作格局；提出“一社
区一党建品牌”创建目标，指导推动
各个社区打造特色品牌，相继形成
温馨养老型（陇一）、平安示范型（新
郑路）等 9个各具特色的党群服务中
心。 （张茹）

郑州市管城区西大街街道党工
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服务群众
为宗旨，通过打造西大街党群服务
中心，依托“行动事务受理中心、便
民服务中心、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居
民互助中心”四个分中心，凝聚起党
员群众力量，提升了社会治理水平。

行政事务受理中心改“社区+街
道”的模式为一站办理，窗口不分业
务类别，实行“一口式”全业务服务，
配合“延时服务”和“错时服务”，居
民办事少跑路、高效率。

便民生活中心引进“管家式”服
务，设置家政服务、胡东乔理发工作
室、衣物救助站、小石开锁等 10 余
项生活服务，开通“一按我就灵”热
线电话和“微信服务平台”，居民实

现小需求就近办的愿望。
群众文化活动中心提供“专业

化”服务，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由专业社工负责舞蹈室、声乐
室、书画室等13个活动室的管理，提
供四点半课堂、社区大学、绿城妈妈
等 30余项服务，提升居民的社区归
属感。

居民互助中心推行“引领式”服
务，设立“西大街区域党委”，整合辖
区党组织优势资源，提供特色服
务。推行“一征三议两公开”，根据
群众需求设置服务项目。开展“党
员先锋岗”争创活动和“居民之星”
评选活动，激发了党员群众参与社
区建设的热情。

（沙红庆）

近年来，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
组织部深入开展“双联双促”主题
党建实践活动，机关组工干部联系
街道社区、党员群众，搭建组工干
部与基层党支部的“连心桥”，促进
基层党建和自身素能“双提升”。
一是联系“全覆盖”，一线察实情。
管城回族区委组织部领导分片包
区 ，每 个 科 室 联 系 1-2 个 街 道
（乡），每名组工干部联系 3-5个社
区（村），采取蹲点调研、旁听组织
生活、明察暗访等多种形式，全面
掌握党员思想和基层党建的实际
情况。二是整改“项目化”，一线抓
督导。结合“逐社区（村）观摩”活
动，管城回族区委组织部部长带队

督导，区乡两级联动，协同党组织
书记梳理好需求、资源、服务“三张
清单”，建立党建项目库和工作台
账，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效，挂图
作战、销号管理，97 个村（社区）党
组织党建工作得到规范提升，新打
造各类党建示范点 22 个。三是下
沉“转作风”，一线树形象。围绕组
工难题和民生需求，管城回族区委
组织部机关组工干部先后与 314名
社区（村）党组织书记、支委会成员
开展谈心谈话，走访干部群众 4000
多人次，召开座谈会 150余场，指导
基层编列党建项目 35个，解决党建
难题 22个，为群众办实事好事 200
余件。 （程路）

党建引领 共建共享

以“五化”标准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小平台大服务
凝党心暖民心

开展“双联双促”活动
促基层党建工作再提升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国土规划住建局
决定以现场挂牌方式出让郑政高出
〔2019〕8、9、10、14、15号地块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并与郑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联合发布。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
划指标要求

郑政高出〔2019〕8、9、10、14、15号
地块均为储备用地。郑政高出〔2019〕8
号、9号地块产业准入条件为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及相关
服务；郑政高出〔2019〕10号地块产业准
入条件为通信终端设备制造、专用仪器
仪表制造、软件开发；郑政高出〔2019〕
14号地块产业准入条件为其他仪器仪表
制造业（内燃发电）；郑政高出〔2019〕15

号地块为新型产业用地（M0），产业准入
条件详见《郑州高新区 I02-02地块产业
准入条件》。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本次现
场挂牌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
以联合申请。

三、此次出让地块采用现场挂牌方
式出让，采用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竞得
人（具体内容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四、申请人可于2019年 5月 24日至
2019 年 6月 25日到郑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7021 房间领取
挂牌出让文件。于 2019年 6月 13日至
2019年 6月 25日 17时前到郑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7021 房
间提交书面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
时间为 2019 年 6月 25日 17时（以到账
时间为准）。

申请人应在 2019年 6月 25日 17时
前提交材料完毕，过期为无效申请。郑
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
将在 2019年 6月 25日 17时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报价时间和地点

（一）挂牌时间：2019年 6月 13日至
2019年 6月 27日 9时；

（二）挂牌地点：郑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

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
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二）本次挂牌为无底价挂牌，最高
价格的出价人即为竞得人。

（三）竞买人应全面了解发改部门关
于项目核准备案的详细规定和程序的有
关规定以确定是否参与竞买。

（四）郑政高出〔2019〕15 号地块为
新型产业用地（M0），参与竞买的单位或
个人需在挂牌出让期间取得郑州高新区
管委会创新发展局出具的审核准入意
见。

七、联系方式及人民币银行账户
1.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国土规划住建局
联系地址：郑州市高新区国槐街 8

号火炬大厦B座4楼国土资源二办公室
联系电话：0371-67981695
联 系 人：张先生
2.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

招标局）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路

郑发大厦7021室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 系 人：郭先生 刘女士
3.开户单位：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郑州市招标局）
⑴开户行：招商银行郑州农业路支行
3719 0550 9410 708
⑵开户行：华夏银行郑州建设路支

行
1555 2000 0010 2241 5
⑶开户行：中原银行郑州工人路支

行
4101 1401 0150 0004 02
⑷开户行：中国银行郑州文化支行
2546 5423 3578
⑸开户行：郑州银行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
9950 1880 1066 9487 9

⑹开户行：民生银行郑州分行
6999 0931 5
⑺开户行：建行郑州发展大厦支行
4105 0167 6708 0966 6666
⑻开户行：浦发银行郑州经三路支行
7606 0078 8017 0000 0003
⑼开户行：工行郑州陇海路支行
1702 0215 3800 0001 142
⑽开户行：中信银行郑州分行
8111 1010 1120 0841 146
⑾开户行：农行郑州中原支行
1605 1101 0466 6666 9
⑿开户行：平安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1535 6789 6789 99
⒀开户行：浙商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4910 0000 1012 0100 1300 27
⒁开户行：兴业银行郑州分行
4620 1010 0101 0060 23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国
土规划住建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
招标局）

2019年5月24日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郑高国土交易告字〔2019〕2号

编号

郑政高出
〔2019〕

8号

郑政高出
〔2019〕

9号

郑政高出
〔2019〕
10号

郑政高出
〔2019〕
14号

郑政高出
〔2019〕
15号

土地
位置

莲花街
南、西四
环辅道西

莲花街
南、山茶
路西

雪梅街
南、翠柏
路西

雪梅街
北、翠柏
路西

河阳路
北、翠柏
路西

使用权
面积
（㎡）

115219.86

71350.12

34126.44

21333.70

122120.92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地下交通
服务场站用
地、工业用

地）

工业用地
（地下交通
服务场站）

工业用地
（新型产业
用地）、（地
下交通服务
场站、工业

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1.6

＞1.6

＞1.6

＞1.0

＞1.6
＜2.5

建筑
密度
(％)

＞60

＞60

＞60

＞60

＞30
＜40

建筑高
度(米)

＜60

＜60

＜80

＜100

＜80

绿地率
(％)

＜20

＜20

＜20

＜20

＞20
＜30

投资强度
(万元/亩)

≥600

≥600

≥600

≥600

-

出让
年限
(年)

50

50

50
（地下空
间50）

50
（地下空
间50）

工业50、
零售商
业、餐

饮、旅馆
40（地下
空间50）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1851

1203

607

379

5361

起始价（万
元）

9254

6014

3033

1891

26802

开发
程度

七通
一平

七通
一平

七通
一平

七通
一平

七通
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