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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这一重要论述，赢
得全社会强烈共鸣。

回应民生期盼，把握时代脉搏。从印发《“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到发布《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
决策部署，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努力实现
让人民群众“病有所医”的民生承诺。一幅健康中
国的崭新图景正在一步步绘就。

【故事一】
“15分钟医疗圈”便捷老乡看病
冬日的严寒，抵不住心底的牵挂。
2014 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苏镇江

丹徒区世业镇卫生院，了解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
展和村民看病就医情况。

“当时天冷，握手时我本来只伸了一只手，另
一只手揣在口袋里，但是他两只手握住我，我赶紧
把另一只手也伸了出来。”

当时在场的魏定瑜老人感受到的，不只是习
近平总书记手心的温度：“那天，总书记除了询问
身体情况，还关心我们看病方便不方便、医疗费用
贵不贵、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满意不满意。”

4年多后的今天，75岁的魏定瑜还时不常来
到卫生院，在自助设备上测血压，心里还牢牢记着
总书记的叮嘱。

病有所医，是老百姓基本的需求，也是总书记
深深的牵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
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
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

一点一滴的努力，跬步千里的跃升。近年来，
世业镇卫生院与镇江康复医疗集团联合成立心血
管、糖尿病等 5个联合门诊，除配齐常规科室外，
还配有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医疗设备。

魏定瑜也明显感受到卫生院的变化：“虽然是在
镇上，但也可以接受到市级医院的治疗。”老魏前一
阵膝盖疼，卫生院副院长郑文慧给他拍了个片子，当
即传送至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分多钟医生诊断
已经回传：骨质增生。“从挂号到拍片，我只用了5分
钟，花了12块钱。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镇卫生院之变，折射出镇江医改向前迈出的
坚定步伐。通过远程会诊、分级诊疗，基层医院
和当地三甲医院建立起联合诊疗机制，老百姓越
来越享受到家门口“15分钟医疗圈”的更多便捷
实惠。

如今，世业镇居民在卫生院门诊就诊率由
2015年前的63%，提升到2018年的81.6%。

记者手记

家门口的卫生院建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群众的身体健康。

世业镇，浩浩长江中的“一座小岛”。在过去，全镇约 1.4万老百姓“既怕病要

命，也怕交通要命”。

2014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世业镇卫生院考察后，这家乡镇卫生院带给

居民的“健康红利”正在逐渐释放，“小病不出岛”正变为现实。

魏定瑜所体验到的“分分钟联网挂专家号”，是如今很多基层医疗服务机构

“强起来”的缩影——当前，我国已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着力打造家门口的“15 分钟医疗圈”。老百姓对“病有所医”的期盼，正转化为看

病就医实实在在的实惠。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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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铮）按照中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要求，8月 9日，省委常委班子召
开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对照党章
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
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全面查找违背初心和使命的问
题，刀刃向内深刻反思，真刀真枪整
改落实。省委书记王国生主持并讲
话，省长陈润儿出席。

中央主题教育第一指导组有关

同志到会指导。省政协党组书记、主
席刘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
主任赵素萍列席会议。

王国生、陈润儿、喻红秋、孙守
刚、任正晓、李亚、黄强、孔昌生、穆
为民、江凌、徐立毅等省委常委逐一
发言，紧扣党章和《准则》《条例》，对
照“18 个是否”，坚持把自己摆进
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
逐条逐项对照检视，谈认识往深处
走，找问题往深处挖，既找思想差
距、又找行动差距，既找作风差距、
又找能力差距。发言后与会同志开

诚布公、坦诚相见，严肃认真提出意
见建议。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党员领导
干部要带头深入学习、严格遵守党
章党规，把学习贯彻党章党规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统一到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中来，深学细悟，入脑入心，从
根本上把握党章党规的价值取向、
精神实质，不断增强党的意识、党员
意识、纪律意识。统一到主题教育
的总要求、根本任务、具体目标和重
点举措上来，带头强化理论武装，掌

握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带头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全面落实民主集中
制；带头大抓基层基础，夯实党的执
政根基；带头改进作风，密切同群众
的血肉联系；带头扛稳管党治党责
任，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统
一到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
展高质量上来，以“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为动力，统筹做好当
前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全力打好
三大攻坚战，朝着中原更加出彩的
目标扎实迈进。③6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8 月 9日，第
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
幕式倒计时 30天动员大会在郑州举行，
对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再审视、再动员、再
部署。

省委副书记、筹委会常务副主任喻
红秋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郑州市委
书记徐立毅总结前一阶段筹备工作，安
排部署倒计时 30天冲刺阶段工作。副
省长、筹委会副主任戴柏华出席会议。

喻红秋指出，目前运动会筹备工作
已进入最后冲刺、决战决胜的关键时
刻。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民族团结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河南工作的
重要讲话及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
政府部署和王国生书记、陈润儿省长要
求，将筹办好运动会作为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实践，提
升站位、提振精神，深化思想认识，接受
检阅检视，增强机遇意识，一鼓作气做好

筹备冲刺工作。
喻红秋强调，要追求卓越、精益求

精，狠抓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高标准
筹备大型活动，有力有序组织赛事，热情
细致做好接待，有声有色开展宣传，全
力打造一流盛会。要着眼实战、强化安
保，全面开展安全检查，着力优化交通
组织，全力做好要素保障，从严从实开
展演练，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扎实
做好信访稳定工作，努力营造安全和谐
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加强领导、强化统
筹，切实做到领导带头、靠前指挥，压实
责任、狠抓落实，严明纪律、节俭办会，
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确保运动会取得圆
满成功，用实际行动书写“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新时代答卷。

郑州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市
场监管局、惠济区、郑东新区等单位负责
同志作了发言。③3

省委常委班子召开
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

王国生主持并讲话 陈润儿出席 刘伟列席

永恒的承诺
——追寻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血脉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开幕还有29天

距离

迎民族盛会 庆70华诞

开幕式凸显河南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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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处比赛场馆已完成联合验收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开幕式倒计时30天动员大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屈芳）按照中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部署和省委安排，8月 9日，省政
府党组召开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
题会议，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
内的勇气，对照党章党规，自觉揭短
查短，砥砺初心使命。省长、省政府
党组书记陈润儿主持会议并作总结
讲话。

省政府党组成员黄强、舒庆、徐
光、戴柏华、何金平、武国定、刘伟、
朱焕然出席会议，副省长霍金花列席
会议。

会上，各位党组成员紧扣会议主
题，对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联系思想工作
实际，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
把工作摆进去，逐条检视分析、深入查
摆差距、相互诚恳提醒，经受了一次深
刻的思想洗礼和党性锤炼。

会议指出，省政府党组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学习
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
实，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扎实实成

效。要不断强化理论武装，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用科学理论
武装头脑，让思想灯塔照亮初心。要
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将其作为最根
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高政治
站位，把准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
严守政治纪律。要始终保持清正廉
洁，任何时候都要心存戒惧、手握戒
尺、胸有戒律，敬畏人民、敬畏组织、
敬畏法纪。要切实砥砺严实作风，坚
持群众路线，树牢群众观点，以真抓
实干、务实重干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党的宗旨，努力作谋发展、勇
担当、重实干的表率。

会议强调，要把正在开展的主
题教育与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
把脱贫攻坚、公共安全、环境治理、
违建别墅清理整治等工作抓实抓
好，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河
南落地生根。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
这个中心，以主题教育为强大动力
统筹推进各项工作，把广大党员干
部焕发出来的热情转化为谋发展的
强大动能，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献礼。③6

陈润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专题会议

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 自觉揭短查短受洗礼

□丁新科

7 月底，省委、省政府举行生态环

境保护约谈会，约谈上半年全省空气

质量考核排名靠后和存在有关问题

的市县负责人。近日，省政府部署全

省“三散”专项治理，提出力争今年年

底完成 200 万户散煤替代改造，推进

全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省级党政“一把手”就生态环境

问题共同约谈，在河南尚属首次，在全

国也不多见。我省最近在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战上动作频频，力度很大，原因

何在？不妨先从上半年我省空气质量

说起。上半年全省空气质量呈现先抑

后扬的态势，1 月至 2 月，我省空气质

量恶化，全省 PM10、PM2.5 浓度不降

反升。3 月份空气质量全面改善，4 月

份指标有所波动但好转趋势未改，5月

份和 6月份空气质量更是创下 2014年

以来同期最佳。其间，从削减煤炭消

费总量到大力推进清洁能源取暖，从

奖励先进到联防联治，我省既瞄准重

“点”精准防治，又注重“面”上协同行

动，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动工业

企业绿色升级……在全省上下持续攻

坚下空气质量实现好转。这也充分说

明，重视与不重视不一样，突出问题管

住与管不住不一样，基础工作抓与不

抓不一样。在成效好的时候工作节奏

不减、力度不减，做好“冬病夏治”，巩

固来之不易的好局面，会让空气质量

改善效果更加持久稳定。

虽然上半年我省空气质量取得

了一些成绩，但完成全年目标压力仍

很大，尤其是进入冬季后，有居民取

暖、气象条件变化等多重不利因素叠

加，任务会更加艰巨。因而，大气污

染防治，难在下半场。现在已进入下

半年，打好提前量，增强紧迫感，化被

动为主动，管控好重点污染源，提前

完成清洁取暖转化工作，能让我们在

秋冬季从容面对。

环境保护是一笔“长远账”，更是

一笔“民生账”。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

言板，笔者看到郑州市二七区有居民

曾反映，在大气污染管控期间，小区楼

下的几家餐馆烧烤摊消停了一段时

间，但很快又死灰复燃，油烟、噪声扰

民，甚至搬出“物业同意”为挡箭牌。

接到市民反映后，相关部门迅速到场

责令整改。这提醒着我们，空气质量

改善需要久久为功，稍有松懈，就有可

能堤溃蚁孔，气泄针芒。在洛阳，同一

项目上因扬尘治理不力等被处罚两次

的企业一律列入“黑名单”，计入企业

诚信体系，暂停在洛市场行为。在焦

作，坚持“不环保不生产”，对照环保法

律法规，严格问责措施……各地坚持

大气污染防治与调结构、促转型、惠民

生紧密结合，及时回应群众期盼。

大气污染防治是攻坚战，更是持

久战。打好打赢这场“战争”，考量着

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担

当作为，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

署，以铁心保护环境、铁面直视问题、

铁腕重拳整治，让思想“硬”起来，方法

“硬”起来，作风“硬”起来，将严的标准

贯穿始终，充分发挥企业、公众及社会

各界多方力量，蓝天白云就会成为老

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2

用“三铁”守住今年治污下半场

8月 5日，市民在温县环城水系南渠亲水栈道观赏荷花。近年来，该县在旧有河道基础上，修建了环城水系和沿线公园、景观节点等，为群众提供休闲健
身好去处。⑨3 徐宏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