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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共体内部不是简单的合作、

帮扶，而是人、财、物共管，责、权、

利统一。医共体可以把县域内优

质医疗资源集中起来，攥成“拳头”

集中使用，有效破解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水平不高、能力不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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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民生速递

自动驾驶导航、

无人机影像采集、电

动车定位……9月 17

日，记者从近日召开

的中国北斗应用大会

上获悉，随着北斗三

号系统的全面建成，

“北斗+5G”正在从行

业应用进入大众生

活。

□本报记者 何可

社保

我省全力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让百姓在家门口看病更方便

自动驾驶导航自动驾驶导航 实现实现厘米级定位厘米级定位

““北斗北斗++55GG””智慧智慧生活零距离生活零距离
2017年 11月，北斗三号卫星首次发射

成功。目前，北斗系统正式向全球提供服
务，在轨39颗卫星中包括21颗北斗三号卫
星。

据介绍，目前北斗工程建设进展顺利，
今年还将再发射 5至 7颗北斗卫星，2020
年再发射2至4颗北斗卫星，到时候北斗全
球系统建设将全面完成，我国的导航定位
和授时体系将以北斗系统为核心。

近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国卫星导航与
位置服务第八届年会暨中国北斗应用大会
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说，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全球四大卫星导航
核心供应商之一，已覆盖巴基斯坦、沙特、
缅甸等近3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些
国家的农业、工业、服务行业都逐渐在使用
北斗高精度产品，这标志着北斗系统正式
从区域走向全球。

北斗全球系统即将全面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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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5G”，生活更智能

“北斗的高精度和5G的高速度结合，将
极大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中国卫
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于贤成说。

记者了解到，“北斗+5G”将会融入大众
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来无论是在室外还是在
室内都可以进行精准导航。郑州威科姆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贾小波畅想未来的

“智慧生活”时举例说，现在郑州市上牌的电
动车绝大多数都装备了北斗的位置服务系
统，“我们是把北斗跟物联网结合在一起，来
实现车辆的精准定位和信息的采集上传。
在地下车库或者在复杂桥隧中，可能转了十
几分钟都摸不清方向。有了‘北斗+5G’提
供的精准定位，我们很快就能找到车位。”

利用5G的高带宽、低延时，能极大提高
北斗位置导航服务的效率。郑州星空北斗导
航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施全杰介绍，郑州智慧
岛自动驾驶巴士就是基于“北斗+5G”技术的
民生服务项目，“北斗主要是高精度的定位，可
以满足自动驾驶的位置服务需求。未来的智

能社会、智能交通，‘5G+自动驾驶’等都需要
这一基础技术支持。”

据介绍，随着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提供服
务，它可提供米级、亚米级、分米级，甚至厘
米级的服务。郑州北斗企业孵化器有限公
司总经理黄忆冰说，共享单车在接入北斗地
基增强系统后，其定位准确率由之前的 10
米级提升至厘米级，这让找单车更加方便、
准确，也实现了高精度电子围栏入栏结算。

尽管北斗导航系统的定位精度毫不逊
色美国的 GPS，但是与耳熟能详的 GPS相
比，老百姓对北斗还比较陌生。“这说明，北
斗的应用开发还需加把劲。”于贤成说。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种状况正在
发生改变，譬如芯片曾被认为是遏制北斗产
业应用发展的瓶颈。如今，无论是国际手机
芯片巨头，还是国产芯片公司，都已经把北
斗作为标配，越来越多的手机企业也将北斗
导航作为标配。随着北斗应用开发的快速
发展，北斗将为公众提供更多服务。

“北斗+5G”
将迎市场爆发期

“北斗现在已经不仅是中
国的名片，北斗应用还成为一个
拥有全球市场的战略新兴产业。”
于贤成说，到 2020 年我国北斗导
航系统将全面建成，并提供全球服
务，北斗应用将迎来一个新时代，也
将促进我国卫星导航产业迎来一个
黄金发展时期。

据统计，2018 年我国卫星导航
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到 3016
亿元，其中北斗对产业核心产值贡献
率达 80%。由卫星导航衍生带动形
成的关联产值达到 1947亿元。我国
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领域相关企事
业单位约 1 万家，从业人员约 50 万
人。

目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现了
全国一张网，提供了优质的高精度服
务，开展了行业与区域应用，带动了
北斗产业生态良性发展。于贤成介
绍，我国将继续深入推动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的融合创新应用，预计明年我
国卫星导航产业规模将超过 4000亿
元。③6

台账民生

□本报记者 曹萍 王平

城市大医院人满为患，乡镇卫生院门可罗
雀，一度是我省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现实
写照。近年来，我省围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
设做文章，将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由过去
各自为政、碎片化竞争关系的“一盘沙”转变为
一体化、协同化的“一盘棋”，基层百姓“大病不
出县、小病不出乡”正在逐渐变为现实，群众就

医“最后一公里”被打通，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
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

打通百姓看病“最后一公里”

“现在看病不用老往县里跑了，在乡里看一
样，既省事又省钱！”9月 17日，在乡卫生院办完
出院手续，郸城县张完乡的李大爷对记者说。
李大爷因为急性胆囊炎在乡卫生院住了一个星
期，对这里的医疗水平和服务环境都很满意。

张完乡离郸城县城 40公里，是县域内最偏
远的乡镇。就在去年，当地人提起乡卫生院还是
连连摇头。2018年年底，郸城县人民医院牵头成
立了郸城县第一医疗集团，张完乡卫生院正式加
入，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有了医疗集团的
大力支持，硬件建设、人才培养、服务水平快速提
升，县里还派了专家常驻进行门诊、查房、带教等，
能在家门口看好病，谁还愿意跑远呢。”张完乡卫生
院院长许峰说，2019年第一季度乡卫生院门诊病
人增长55.29%，住院病人增加5倍，患者和家属满
意度提升至95%以上。

不只是张完乡卫生院，今年第一季度，郸

城县人民医院医共体内 9 家乡镇卫生院门诊
人次、住院人次都有大幅增加，而住院次均费
用、县域外转诊率则纷纷下降，百姓就医花费
不断降低。

县域医疗机构“握成一个拳”

张完乡卫生院的蜕变是我省推进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建设的一个缩影，我省已在 28个县进
行试点，取得明显效果，明年将在全省推开。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是以县级医疗机构为龙
头，其他若干家县级医疗机构及乡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成员单位，鼓励社会力量办
医疗机构和康复院、护理院加入。“关键词是‘紧
密’，医共体内部不是简单的合作、帮扶，而是
人、财、物共管，责、权、利统一。”省卫健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这样可以把县域内优质医疗资源
集中起来，攥成“拳头”集中使用，有效破解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不高、能力不强的问题。

医疗机构间结合越“紧密”，医共体的建设
推进就越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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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医疗机构由无序竞争成
为融合发展的“一家人”；郸城县在人、财、物等
统筹管理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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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医保基金花在“刀刃上”

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进中，医保政策
的支持必不可少。医保基金是百姓的救命钱，只
有用在刀刃上，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保障作用。

如今，我省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内实行医
保按人头总额预算管理，建立结余留用、合理超
支分担机制，引导医共体内顺畅上下转诊、不同
医疗集团间转诊等，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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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郸城县为例，提前将医保资金的90%打包拨
付医疗集团购买服务，医保、财政、卫健等部门共同
监管。“医共体获得的医保基金由‘医院收入’变成
了‘医院成本’，遏制过度医疗，引导医疗机构由挣
钱的冲动变成省钱的自觉，让百姓救命钱真正花在
刀刃上。”郸城县医保局局长黄玉珍说。③9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记者17
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国家社
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近日正式上线。参
保人员可以通过“刷脸”完成社会保险待
遇资格认证，也能在平台中估算未来能
领到多少养老金。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平台中的“社保查询”服务可按“多
地参保、集中展现”的形式查询社会保险
缴费、待遇等年度个人权益信息；“待遇
资格认证”服务除了可以通过“刷脸”完
成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还可以通过
选择“代人认证”服务，帮助参保人员家
人进行待遇资格认证；“养老金测算”服
务可以根据参保人员目前的养老保险缴
费情况，估算出未来领到的养老金情况；

“异地就医”查询服务可以随时查询跨省
异地就医费用和备案信息。

这位负责人说，参保人员可以访问
国 家 社 会 保 险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门 户
（si.12333.gov.cn）或下载“掌上 12333”
手机APP，通过用户注册登录后体验相
关服务。已申领了电子社保卡的人员，
可打开电子社保卡“扫一扫”功能，快速
扫码登录，并可以直接在电子社保卡页
面查询办理相关社保服务。

国家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平台上线
可估算未来能领多少养老金

□本报记者 宋敏

9月 17日，郑州市轨道交通14号
线一期工程开展媒体记者集中探访活
动。记者了解到，14号线一期工程位
于郑州市民文化服务区及周边区域内，
线路沿通达路和长椿路敷设，长约
7.455千米，设站6座，其中换乘站3
座，可分别与地铁1号线、10号
线、6号线实现换乘。目前，
14号线一期工程各项筹备工
作均按计划完成，很快将面
向社会初期运营。③8

快来看地铁快来看地铁
1414号线长啥样号线长啥样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 刘春香）9月
17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今年
中秋小长假，全省共接待游客1618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79.65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8.5%、9.6%。全省各级公共文化场所
积极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各级图书馆进馆
人数26万人次、文化馆惠及群众12万余
人次、博物馆纪念馆参观人数25万人次。

假日期间，全省各地推出的惠民政策、
特色项目、新业态体验等，为人们“中秋游”
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取得了显著效
果。返乡探亲游、自驾游、自助游成为主要
出行方式，短途乡村游、古镇游、都市休闲
游颇受游客青睐，民宿新业态需求旺盛，传
统景区人气不减，市场安全平稳有序。

惠民政策力度大。据统计，全省
184家 4A级以上景区中，参与 5折以下
优惠政策的有128家，其中5A级景区免
票2家、4A级景区免费40家。

特色项目人气旺。我省多地夜游项
目各有特色，成了“热门生意”。如隋唐
洛阳城应天门 3D 灯光投影秀，让游客
感受到浓郁的盛唐风情；济源老兵工酒
店“月圆中秋夜 情满那些年”茶艺表演、
篝火晚会成为人气“网红赏月地”。

新体验新业态点亮中秋游。林州太行
大峡谷“网红”玻璃桥，让人“步步惊心”；济
源王屋山景区“山海幻境”利用声光电技术
呈现出百兽同游的奇幻世界，唯美浪漫的
景象每晚吸引上万名游客前来体验。

乡村旅游成热点。济源市五龙口镇西
正村稻浪起伏的富硒水稻基地，大量游客
用手机拍下了田野中彩色水稻组成的“祖
国万岁”字样；南阳汉冢卢园、紫藤斋葡萄
园等农游点生意火爆，大批市民前去观赏、
垂钓、采摘、摄影、品尝农家饭菜。③9

出行

全省中秋小长假文旅市
场火爆，旅游收入79.65亿元

乡村旅游成热点

①宽敞明亮的奥体中心站 ⑨6
②地铁14号线车厢 ⑨6

均为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②② ①①

本报讯（记者 宋敏）在一些大型停
车场，车主在返回停车场时，往往由于
停车场空间大、环境及标志物类似、方
向不易辨别等原因，容易在停车场内迷
失方向，寻找不到自己的车辆。

9月 17日，记者从河南机场集团获
悉，郑州机场 2 号停车楼推出“找车神
器”——智能反向寻车系统，车主通过自
助寻车机即可快速找到车辆停放位置。

据了解，郑州机场2号停车楼（位于
综合交通换乘中心内，共 3 层）已投用
18台自助寻车机，每层 6台，分别摆放
于主通道两端、一层上下 M 层通道、南
北和中部交通厅门口附近。广大旅客
使用自助寻车机，输入自己的车牌号码
片段，即可查出车辆停放位置和前往车
辆停放位置的最优路线。此外，2号停
车楼增加的车库灯箱导向标识系统也
已调试启用，进出停车楼、停车路线等
将更为简明清晰。此外，郑州机场还将
推出线上智能寻车功能和停车费电子
发票，方便乘客停车。③6

找车神器！

郑州机场停车场
反向寻车系统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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