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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亮点连连看

争做 河南人
强军精武河南兵

□本报记者 王平 曹萍

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颅脑损伤手
术……以往，这些只能在大医院才能做的手
术，如今在我省很多县级医院就能顺利开
展。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同质化的诊
疗服务。7月 30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
开的全省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专题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我省将28个县（市）开
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列为“2019
年推进的重大改革事项”，并把“加快县（市）
人民医院提质升级”列入“2019年十件重点
民生实事”，扭住分级诊疗落地的“牛鼻子”，
有效破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河南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而从我省
的实际情况看，60%—70%的优质医疗资源
集中在大城市，城市大医院人满为患。“解决
县域内居民医疗卫生问题，必须做强县级医
院、做活乡镇卫生院、做稳村卫生室，让群众

享受更高水准的诊疗服务。”省卫健委主任
阚全程说，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是加快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实践，是建立分级诊
疗制度的重要举措。

半年来，28个试点县（市）围绕“县域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医保基金得到有
效利用、居民医药费用负担合理控制、理性
有序的就医格局基本形成”的改革目标，坚
持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作为党政“一把
手”工程来抓，持续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和
医院联动改革，有效破解改革堵点、难点，各
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推进管理体制改革。按照优化、协同、
高效的原则，建立由县级党委、政府牵头，相
关部门及医共体成员单位等利益相关方代
表参与的管理委员会，统筹推进医共体的规
划建设、投入保障、人事安排和考核监管等
重大事项。

强化医保政策支持。实行医共体内医

保按人头总额预算管理，建立结余留用、合
理超支分担机制，引导医共体主体做好预防
保健和健康管理，推动医保基金和患者向基
层回流，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

加强服务能力建设。将 28 个试点县
（市）全部纳入 2019年建设 50个县域医疗
中心的规划，依托县（市）人民医院打造县域
医疗中心，扎实推进基层卫生“369人才工
程”中“县招乡用”“乡聘村用”“等额对调”等
人才政策落地。

深化薪酬制度改革。按照“两个允许”
的要求，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逐步建立

“公益一类保障公益二类激励相结合”的运
行新机制。

深入推进医防融合落地。开展“三进、
两建、一帮扶”健康促进工作，选派疾控、妇
幼等机构专业人员到各医疗健康服务集团
任业务副院长，负责指导集团内各医疗机构
开展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做实“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引导群众合理分诊、理性就医，努力
做到“平时健康有人管，需要服务有人帮”。

目前，各试点县（市）已全部出台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建设实施方案，一些试点县（市）推
进较快，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息
县组建了两个医疗健康服务集团，实行行政、
人员、财务、业务、绩效、药械、信息“七统一”管
理，推动县域医疗机构由无序竞争向“一家人”
融合发展转变；郸城县投资建设全民健康信
息服务中心，实现信息共享、检查结果互认。

通过优化服务体系、改革管理体制、完
善运行机制、创新服务模式，我省已初步构
建起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的框架体系，推
进路径更加清晰、明确。据悉，我省将在
2020年全面推开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下一步将加强先进典型经验总结推广、对标
任务和目标抓紧推进落实，完善相关配套政
策措施，力争到2020年年底，县域就诊率达
90%，县域内基层就诊率达65%左右。③9

□本报记者 王映 李俊 本报通讯员 徐社军

提起极限运动，你的脑海中会出现什么
画面？

是危险又刺激的攀岩、冲浪、高空跳伞？
还是趣味十足又极具挑战的滑板、极限

单车、跑酷、轮滑？
7月 26日，豫北小城清丰，一场特殊的

训练在这里“上演”。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
极限运动青少年精英，轮番表演跑酷、攀岩、
冲浪等项目，令观众大饱眼福。

传统农业县清丰，如何与时尚的极限运

动结了缘？
“这事儿还得从三年前说起。”清丰县体

育运动中心主任黄兆锋说，2016年，攀岩、冲
浪、滑板、小轮车四个项目被国际奥委会列为
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消息一出，让人
猝不及防。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时间
短不说，这四个项目的运动员上哪儿找呢？”

“没有运动员，能不能考虑跨界挑选？”
清丰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善戎说，濮阳

“中国杂技之乡”的牌子闪亮，杂技演员有技
术基础，而且平衡性好，在极限运动项目训
练上有天然的优势。

有了人，还得有训练场，极限运动对场
地要求很高。清丰县委、县政府反复思量，

“为备战奥运，濮阳输送了 100多名极限运
动员，能否建个极限运动训练基地？”

说干就干。2018年 2月，濮阳市、清丰
县与中科院电工研究所、中国极限运动学院
联手打造中国·清丰极限运动基地。当年年
底基地建成投用，已有不少业内人士前来

“尝鲜”。
以前冲浪只能在沿海城市的海边进行，

风速大、水流不稳不说，每年还只有两三个
月适合训练。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
中心冲浪教练朱娅祺告诉记者：“清丰基地
的人工造浪池带来更好的训练体验，不仅一
年四季都可以练，双向造浪还便于运动员适
应不同的比赛环境，我以后会常来。”

“冲浪的体验很好，攀岩的感觉也不
差。”攀岩教练陈明说，近年来攀岩在国内颇
受追捧，“但百姓还是难得体验一次，为啥？
就是因为场地太少。”

来到清丰基地体验后，陈明有了新的感
受。“攀岩场地类型全面，最高的‘岩壁’有
16米，达到了国际标准。这种场地不仅便
于专业运动员训练，对在清丰推广攀岩运动
也大有裨益。”

高标准建设的基地即将迎来高规格的赛
事。今年8月18日，首届中国极限运动大会
将在清丰拉开帷幕，全球滑板项目奥运积分
赛也将在9月开战。“届时，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极限运动高手将会聚小城清丰，让清丰的
老百姓更好地体验极限运动的魅力，同时，也
将带动当地体育消费产业的发展。”黄兆锋说。

黄兆锋更期待着，极限运动在河南、在
中国蓬勃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中国极限运
动健儿从清丰走出去，走向一年后的东京奥
运会！”③5

□本报记者 孙欣

“全班注意，开始射击，101号目标地环
靶 ，榴 弹 ，瞬 发 引 信 ，集 火 射 向 ，表 尺
580……”盛夏时节，南粤某丛林地带，一场
迫击炮实弹射击演习悄然打响。

“锁定目标，发射。”一声令下，“嘭”的一
声巨响，目标被摧毁。

在此次任务中担任指挥员的，正是武警

第二机动总队第七支队火力中队指挥班班
长葛俊伟。

训练结束，葛俊伟来到记者面前，一把
抹去额头的汗水，深深吸了口气。

个头高高，身材健硕，目光炯炯有神，这
位32岁淮阳籍战士浑身透着一股英武之气。

“我从小就崇拜军人、向往军营，渴望能
在军营里建功立业。”7月 25日，葛俊伟告诉
记者，12年前的选择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深
思熟虑。

入伍之初，看到老兵们一身的武艺和本
领，葛俊伟羡慕极了，内心深受触动。“都是两个
肩膀扛一个脑袋，他们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行！”

梦想容易，实现难。刚练体能时，葛俊
伟经常出现岔气、腿抽筋的现象，他暗下决
心和自己较劲。别人练 1个小时，他就练 3

个小时，别人跑 5公里，他就跑 10公里，那
段时间经常是伤口连着伤口、血泡套着血
泡。新训结束考核，葛俊伟的综合成绩名列
前茅，5公里武装越野更是中队第一。

“好兵就要迎难而上，敢于挑战。”葛俊
伟在强军精武之路上不断奋勇向前：在全师
举行的比武场上，拿下多项第一；在华南兵
种协作区比武赛场上，以绝对优势夺取指挥
专业第一；参加海关执勤，协助海关人员破
获多起违禁品走私案件；参加某地区驻训维
稳，多次出色完成安保任务，被授予“驻训维
稳先进个人”称号。

2015年 7月，华南部分地区持续遭受强
降雨袭击，正在老家休假的葛俊伟，毅然告
别家人，迅速返回部队，奔赴抗洪一线。一
到任务点，他就甩开膀子，率先跳入水中，打

桩、填沙袋，一干就是几天几夜，因疲劳过
度，几次险些栽进水中。

战友们不知道，由于前段时间训练时用
力过猛，葛俊伟左肩关节受伤，医生还嘱咐
他不能剧烈运动。刚一扛沙包，葛俊伟就感
到钻心的疼痛，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渗出
来，但他一直咬牙坚持，直到洪水退去，才被
战友们强行送到医院做手术。

葛俊伟仅仅在医院待了 15天，便重新
站在训练场上。看到葛俊伟，战友们一脸惊
讶，他却笑着说：“马上就要比武了，我在医
院里待不住。”

“训练场上敢追梦，任务面前敢担当，危
险面前敢拼命。”提起葛俊伟，中队长周峰赞
不绝口。

从军12年来，葛俊伟荣立二等功一次、
三等功一次，获嘉奖两次，并入选武警部队
优秀人才库。采访结束，聊起获得的荣誉，
葛俊伟说：“作为一名军人，在困难面前，如
果有胆量、血性和决心，敢于向‘不可能’叫
板，就一定能在军营大熔炉里淬火成钢当尖
兵。”③6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 李倩）7 月 30 日，由省畜牧
局、省家禽业协会主办的第31届中原畜牧业交易博览会
（以下简称“交易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西
班牙、法国、荷兰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以及省内外
500多家企业参会。

作为畜牧业大省，自1989年以来，以“让世界了解河
南畜牧业，让河南畜牧业走向世界”为主题，我省已连续
30年成功举办中原畜牧业交易博览会。作为全国畜牧
行业重要的综合性展会，交易会凭借庞大的信息、贸易和
文化内涵，影响力越来越大，展会牌子越擦越亮，成为我
省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国内外畜牧企业合作交流的
重要“桥梁”。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交易会会期2天，室内外展览面
积 8万平方米，全面展示全球畜牧业新技术、新成果、新
项目，其间还将举办中外洽谈、招商引资、高峰论坛、专题
学术报告等多项活动。

与往届不同的是，本届交易会更具“知识性”和“互
动性”，主办方倾力打造的“高峰论坛”将成为交易会的

“聚焦点”。主办方邀请法国、瑞典、以色列等国家的知
名专家和国内一流科研院校专家教授开展专题讲座，
针对产业技术前沿、当下热点问题进行现场交流、互
动，推动展会由展览品牌向高峰论坛和展览双品牌转
变。③4

花炮也叫“抢花炮”，是流行在侗族、壮族、仡佬族等

少数民族中的一项极具特色的民间传统体育活动，在湘、

鄂、渝、黔等省市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很受这些地区少

数民族同胞的欢迎。因为抢花炮的比赛过程类似橄榄球

运动，所以这项活动也被称为“中国式橄榄球”。

抢花炮活动在农历三月初三或秋收以后最为流行，

侗乡就有着这样的诗句：“侗乡三月风光好，天结良缘抢

花炮。要得侗家姑娘爱，花炮场中称英豪。”成为全国民

族运动会的比赛项目后，花炮比赛进行了很多改进：在规

则上，融合了足球、篮球、橄榄球的很多规则，更具时代

感，在时间和地域上也进行了限制；为了比赛的安全性，

第六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对花炮的发射器进行了改进，将

火药发射改为电动发炮器；在花炮的设计上，将直径为 5

厘米的小铁箍改为直径为 14 厘米的彩色橡胶圆饼，让比

赛更具公平性和观赏性。③5 （本报记者 李悦 整理）

我省加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力争到2020年年底——

九成病人就诊不出县

一座小城的极限运动之旅

葛俊伟：淬火成钢当尖兵

第31届中原畜牧业
交易博览会开幕

迎迎民族盛会 庆70华诞

全国民族运动会
比赛项目之花炮

7月 29日晚，来自新疆哈密市的122名青少年与安
阳市 22名结对青少年，共同参加了“2019年豫哈青少
年夏令营”安阳站开营仪式。活动结束时，两地学生在
舞台上展示出他们用甲骨文书写的“新疆河南一家人”
标语，表达了孩子们同心共筑中国梦、共建豫疆情的美
好心愿。⑨6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龙飞 摄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为弘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学习军人优良品质，中原油田开展了“传承红色基因、心系退役军人”活动。图为7月29日，该油田基地社区服务中心员工为参
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85岁老兵彭凤宜送去鲜花和节日的祝福。⑨6 陈涛 摄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记者7月 30日从省自然资源
厅获悉，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期，我省加强对
307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排查，着重强化对豫南山区和
豫西黄土地区的监控，切实加强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
害防御，全力做好主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最大限度保
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我省北、西、南三面为山地、丘陵，面积 7.4万平方公
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44.3%。地形起伏大，地质构造复
杂，地质灾害多发、易发，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
地面沉降、地裂缝等在我省均有分布，且点多、面广，地质
灾害防治任务艰巨。

入汛以来，我省印发了《河南省 2019年度地质灾害
防治方案》，就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动员、地质灾害群测群
防体系建设、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加快财政投入推进地
质灾害治理工程和搬迁工程、汛期地质灾害预测预警等
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在地质灾害防治中，我省重点做
好“三强三防”：强化隐患排查，防患于未然，将地质灾害
隐患点全部纳入群测群防范围，进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
和雨后排查；强化群防和技防，建成省、市、县三级地质灾
害应急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发挥地质、测绘、遥感、信息化
等技术的集成支撑作用；强化应急值守，防止延误和差
错。截至目前，全省共发布省级地质灾害橙色预警1次、
黄色预警34次，组织开展应急演练76次。③8

我省加强
主汛期地质灾害防治

入汛以来，我省印发了《河南省 2019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就年度地质灾害

防治动员、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地

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加快财政投入推进地

质灾害治理工程和搬迁工程、汛期地质灾

害预测预警等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