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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黄县中医院新院区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巨超宇

传承是根，创新是魂。
创建于1991年的内黄县中医院，毅然扛起守护人民

健康大旗，将创新作为己任，从一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中
医院，一跃成为枣乡大地一所综合性医院。

清晨，赏翠绿、闻花香、听鸟语，感受着一份清凉和惬
意；午后，漫步于花园斑驳的树影，幽静安宁，悠闲放松；
傍晚，驻足广场，看三叠瀑布，在凉亭小憩……就是被称
为“花园式医院”的内黄县中医院新院区。

近年来，内黄县中医院秉承“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
理念，坚持“西医不弱、中医更强”发展思路，着力打造“航
母式医疗团队”，为枣乡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传承创新，彰显的是“发展厚度”

做足姓“中”文章，踏实做好发展。
中西并重，站在医学前沿。肿瘤科、康复科、儿科、肾

病科、肛肠科分别为省市特色中医专科建设科室。在确
保中医主体地位不变的思想指导下，提高中医药在重大
疾病治疗中的参与率，显著拓展了中医药的适用范围，为
患者提供最佳、最完美的治疗方案。

医院心脏介入治疗、外周血管介入治疗、肿瘤放疗、血
液透析、人工关节置换，均已通过河南省技术资格认证。
心内科建科五年来，开展心脏造影、心脏支架置入术1700

例，外周血管综合介入800多例，全省中医系统介入手术
量排名前十；骨科成功进行髋、膝、肩、人工股骨头等各类
人工关节手术1000余例。

开拓创新，组建航母团队。2018年，内黄县中医院
院长韩露创造性提出打造“航母式医疗团队”的战略规
划，与河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阳市地区医
院、安阳市肿瘤医院建立紧密医联体，并挂牌安阳市肿瘤
医院内黄医院、安阳市地区医院消化疾病诊疗内黄分中
心、安阳市地区医院脑病中心内黄分中心、河南省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协作医院。

在与三家省市医院医联体合作中，开展消化内科、神
经内科、神经外科、外科、肿瘤科、放疗科、介入科、中医
科、妇产科深度合作，20余名上级专家常驻内黄县中医
院坐诊、手术、查房，以全方位提高医疗技术、人才培养和
管理水平，解决了省市医疗资源的相对集中所造成的群
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让群众在内黄当地就能享受
到和省市级医院“同质化”的高质量医疗服务。

鼎力改革，强大的是“发展高度”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2018年底，医院乔迁
至花园式新院区，占地110亩，600张床位，16个临床科
室，以优美环境促进了医疗服务提升，让患者就医更满意。

走进门诊大厅，导医热情的服务，宽敞整洁的环境，安
静有序的就诊队伍和便捷的就医流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走进干净明亮的病房，内有独立卫生间、中央空调等设施。

近年来，医院先后购置美国GE3100大平板、1.5T日
本东芝核磁共振仪、西门子128层 64排螺旋CT、直线加
速器、C型臂、美国GE LOGIQ E9高端彩超、美国GE
钼钯乳腺仪、百级洁净层流手术室等设施，一系列高端精
密先进的医疗设备，为服务患者提供了优良的技术支撑。

打造四张名片。分别是集“体检、评估、管理、服务”为
一体的健康管理中心；先进的分子实验室和病理科的检验
中心；待产、分娩、产后观察、产后康复的LDRP一体化产
房；早期康复、重症康复、精神康复、小儿康复、中医药特色
理疗康复的“临床康复一体化康复中心”。

倾力回报社会。今年3月，开展为内黄县1700余名妇
女子宫颈癌和乳腺癌的免费筛查服务；6月，坚持每周四晚
开展公园义诊服务，每周五免费为人民群众做血糖血压检
查；8月，开展一万余名高危群体肺癌和结直肠癌筛查……

“公立医院要肩负起社会责任，把服务大众作为神圣
使命，要把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韩露语气坚
定。

扛起守护人民
健康大旗

内黄县中医院

内黄县妇幼保健院门诊大楼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董德平

健康是生命的太阳，孩子是家庭的希望。
2008年，五胞胎婴儿在这里安全诞生；
2017 年，一位高危双下肢截瘫孕妇在这里成功

分娩；
2018年,一名转诊多家医院的超轻体重婴儿在这里

重获新生……
一个个重获健康的妇女儿童从这里走出，生命的第

一声啼哭在这里一遍遍回响。坐落在内黄县朝阳路东段
的内黄县妇幼保健院暨内黄县妇女儿童医院（以下简称

“内黄妇幼”），是全县唯一一家国家级爱婴医院，是上级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内黄县孕产妇急救中心”和

“河南省县级标准化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
自1979年建院以来，该院全体医护人员同心同德，

为内黄县妇女儿童撑起一片健康的绿荫。

突出特色强品牌

要发展，就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做到人无我有。
2004年，该院设立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成为集危重

患儿抢救、治疗、全程护理于一体的区域名牌科室，监护
室有副主任医师2人，专业医护人员14人；配备有新生儿
暖箱、辐射抢救台、蓝光治疗箱等先进设备40多台。15

年来，这里抢救、治愈新生重症患儿达两万余人，接收、治
愈被其他医院放弃治疗的危重患儿500余例。

成立于2006年的儿童康复中心是一个兼备理疗、中
医康复为一体的综合康复训练科室，设有运动疗法室、感
统训练室，配备了痉挛肌治疗仪、肌兴奋治疗仪等多种康
复设备。能有效治疗小儿脑瘫、自闭症和其他肢体疾病。

目前，医院设有妇科、产科、儿科、小儿外科等20多
个临床科室。装备有美国产 GE64排 CT、美国产 E8、
E9、E10四维彩色B超、DR影像仪、腹腔镜、宫腔镜、钼钯
乳腺病诊断仪等专业高端仪器40余台。

温馨服务惠妇孺

妇产科和儿科是两大基础科室。该院按照“技术要
精、服务要优、环境要美、价格要廉”的发展理念，逐年加
大对两科投入力度，实现“人有我精”。

引进新技术、拓展新业务。几年来，他们组织一线医
生、护士到省市级医院进修培训达80%以上；与河南省人民
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省妇幼保健院结成联盟单位，
让广大妇儿患者不出县就能享受到省市级医院的技术水平。

创新服务理念，改善就医环境。通过开展导乐全程
陪伴分娩，孕产妇能够在舒适氛围中接受待产、分娩和产
后康复“一站式”服务，达到了人文助产、温馨分娩、无创
接生的目的；产科病区新开放VIP单间和家庭化病房，住
院患者切身感受到了宾馆般的舒适、家庭般的便捷。

内黄妇幼除做好临床工作外，还承担着全县免费婚
前、孕前、产前检查，免费乳腺癌、宫颈癌筛查，免费围产期
保健等多项民生实事项目的实施。连续10年代表安阳市
完成了近三万人的国家“农村妇女乳腺癌免费筛查”项目。

为使农村孕产妇掌握更实用、更易懂的孕期保健知
识，保健院在院内成立孕妇学校，让做围保的孕产妇免费
接收围产期保健和育儿知识；在院外开设流动孕妇课堂，
每月由妇产科医生轮流到17个乡镇为育龄妇女和乡村
医生讲授预防出生缺陷。

随着广大人民群众对医疗保健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内
黄妇幼领导班子决定搬迁新址，争创二级妇幼保健院。搬
迁各项手续正在办理中，新址位于新城区繁阳三路以南，
经二路与文明路之间，占地面积80亩，预计投资2亿元，设
置床位450张。

“不久的将来，一座豫北一流、功能完善、设备齐全的
二级甲等妇女儿童专科医院将矗立在内黄新城，为护佑全
县妇女儿童健康创造新的辉煌。”面对未来，院长申国海充
满信心。

为枣乡妇女儿童
撑起健康绿荫

内黄县妇幼保健院

河南省驻马店市ZMDK-2019-08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驻国土告字［2019］27号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以拍卖方式出
让 ZMDK-2019-08 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及相关要求
详见：《拍卖出让须知》及相关出让文件；宗地
出让面积以实际勘测定界报告为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
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
合申请。

在驻马店市中心城区内，有欠缴土地出让
金等行为的用地单位和个人不得参与宗地竞
买活动。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在互
联网上交易，登录方式：输入（http//www.

zmdggzy.gov.cn/TPFront/），进入全国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驻马店市）页面，点击
土地交易登录窗口，查看出让宗地信息或参与
竞买活动。凡在驻马店市地产交易中心办理
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取得
该宗地《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的申请人，均
可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
让按照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为
竞得入选人。

四、申请人可于公告期 2019年 9月 23日
至 2019年 10月 14日前登录驻马店市地产交
易中心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拍卖出让
须知》及相关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
操作程序参加网上竞买。

本次网上拍卖出让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
间为2019年10月14日17时（竞买保证金须按
网上交易系统生成的保证金账号交纳）。报名
截止时间为 2019年 10月 14日 17时。拍卖限
时竞价时间定于：2019年10月15日9时30分。

五、本次招拍挂出让公告在中国土地市场
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驻马店
市）、《河南日报》同时发布。

六、本次招拍挂出让公告信息、时间、内容
等不一致的，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
省·驻马店市）地产交易中心网上交易系统发
布的信息为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网上拍卖有关时间及其他事项如有

变动，以网上交易系统发布的通知为准。

（二）拍卖出让活动结束后 3个工作日内，
竞得入选人需提交网上竞得入选人证明和出
让文件要求的相关资料进行资格审查。经审
查无误后将竞得入选人确定为竞得人并签订
成交确认书。不符合要求的，竞得结果无效，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八、联系方式：
出让人联系人：冯先生

电话：0396-2626212
承办方联系人：律女士
电话：0396-2609233
数字证书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17838648654
驻马店市国土资源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驻马店市地产交易中心
2019年9月23日

宗地编号

ZMDK-2019-08号

备注：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自然资函[2019]79号文件执行。

宗地位置

洪河大道与

盘龙山路交

叉口东南角

用地面积

（m2）

50000.26

用地

性质

商住

用地

出让年限

（年）

商业：40

住宅：70

容积率

1.8 -3.5

建筑

密度

(%)

≤35

建筑

限高

(米)

80

绿地率

(%)

≥30

出让起始

价（万元/亩）

300

竞价增幅

（万元 /亩）

3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5605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双节”期间，清丰县纪委监委
结合工作实际，联合税务局、市场
监督管理局等部门专门成立检查
组，深入城区大中型超市、特产店
和酒店等场所进行检查。检查组
每到一处，通过查阅销售台账、核
对发票和询问相结合的方式，重点
严查单位和党员干部借过节之机
搞公款吃喝、购买超市购物卡、购
买月饼及乱发福利等违规违纪问

题，对查实的顶风违纪问题线索，
要从严从重处理，并一律公开曝
光，持续保持正风肃纪的高压态
势。同时，实行“落实主体责任重
要节假日廉洁提醒函”制度，紧盯
各级党员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组
织签订“廉洁提醒函”，主动预防

“节日病”，切实筑牢“防腐墙”，营
造节日期间风清气正环境。

（刘红杰）

中秋、国庆“双节”前夕，开封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营农场
坚持提醒在前，扎篱笆，定方式，重
惩戒，严防“四风”反弹回潮，狠抓
节日期间全体党员干部的廉洁自
律和作风建设。一要迅速传达，提
高认识。组织学习新修订的《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做到纪律
要求入耳、入脑、入心、入行，告知
在前、预防在先，强化认识，提升站
位，筑牢纪律防线。二要严明纪
律，筑牢防线。党员干部要带头严

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
洁过节要求，以身作则，以上率下；
及时消除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切
实营造务实、节俭、文明、廉洁过节
的氛围。三要强化监督，严肃查
处。农场纪委将成立专项检查组，
采取明察暗访、专项检查等方式，
对人员到岗到位、关键节点开展全
方位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纪现
象，确保各项纪律要求不折不扣落
到实处。

（周晶）

紧盯“双节”不松劲 营造风清气正节日环境

严明纪律 清正廉洁过“双节”

汝州市蟒川镇深入贯彻市委、
市纪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
深入纠正“四风”问题，四举措坚持
廉洁文明过节。一是廉政教育预防
宣传到位。利用机关干部例会、“主
题党日”集中学习，要求党员干部要
深入学习，带头祟廉拒腐，抵制不良
风气。 二是廉政主体责任落实到
位。明确镇党委切实履行全面从严
治党的主体责任，主要领导以身作

则推动全体党员干部切实履行廉洁
从政各项规定。三是廉洁自律规定
执行到位。重申廉洁过节要求，要
求全镇党员干部做到四个严禁，提
前敲响“廉政警钟”。四是明察暗访
工作开展到位。镇纪委将进一步强
化对节前、节中、节后执行有关规定
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有令不行、顶风
违纪的人和事，一律严肃问责处理。

（马鹏亮 王延武）

四举措确保廉洁过“双节”

为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
高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思想意识，8
月份以来，卫辉市城郊乡党委书记
李广海对今年新调整的乡党政领
导班子成员开展了集体廉政谈
话。并提出具体要求：一是要严守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提升政
治站位。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扛在肩上，纪委书记要把监
督责任牢牢抓在手里。二是要加

强理论学习，持续强化党性修养。
认真剖析身边的反面警示教育案
例，开展以案促改活动，增强廉政
意识，确保警钟长鸣，提醒自己不
碰“底线”。三是深入查找廉政风
险点，做好风险防控工作。认真分
析职务、岗位和工作性质、特点，查
找潜在的岗位风险点和盲点，确保
做到心中有数，并落实好措施加以
防范。 （勾书华）

开展廉政谈话 牢筑干部廉洁自律“防线”

近年来，淮阳县以“莲”和“廉”为主题，着
力打造“莲廉文化”品牌，用廉政文化筑牢党员
干部拒腐防线，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氛
围。学莲尚廉。借助“廉政讲堂”“道德讲堂”
等平台，开展“纪委书记讲党课”。牢牢守住传
统节日、重大节庆活动等关键时间节点，向全
县党员干部发起“营造廉洁家庭、涵养优秀家
风”主题活动、廉洁亲情寄语征集。景观载
廉。积极打造以“廉”为主题的公园，让广大市

民在休闲健身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廉政文
化教育。同时，在县城主干道悬挂灯杆廉政宣
传牌 600多块，打造了 7公里的淮阳县廉政文
化一条街。画莲书廉。每年荷花节期间，举办

“清风荷韵”书画名家作品展活动，以莲花喻廉
洁，参观者在欣赏知名书画家作品的同时，感
受浓郁的清廉文化，向社会倡导廉洁自律的社
会风气。

（赫健茹 王宜楠）

今年以来，濮阳县聚焦脱贫领域问题整
改，注重巡察效果，用好边巡边改。两轮巡察
共下发下达立行立改通知书 37份，由县纪委
监委、县委组织部、县脱贫攻坚督查局组成 7
个督查组及时跟进，对整改情况进行全方位督
导，盯着台账抓落实，形成交账、对账、销账一
条龙。同时，及时开展“回头看”，专门成立 4
个反馈问题整改“回头看”督查组，采取随机抽

查方式，对巡察、自查以及省市县历次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逐项检
查，对账销号。对整改不力的 6个乡镇党委全
县通报批评，责令问题较多的 2个乡镇党委书
记作表态发言。坚决破除“上面九级风浪，下
面纹丝不动”现象，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
落实到基层，助力脱贫攻坚。

（龙宣）

着力打造“莲廉文化”品牌

濮阳县以“问题导向”确保脱贫成效

卫辉市狮豹头乡纪委努力做好基层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大力促进干部清正、政府
清廉、政治清明。一是强化责任意识，建设党风
廉政责任制。党员干部以强化责任意识、担当
意识、自律意识为重点，明确认识“有所为，有所
不为”的重要性，加强思想理论的教育，将思想
建党和制度治党落到实处。二是发动群众，通

过“两微一端”，使群众参与到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中来，群策群力，增强群众的参与感。同时采
取多种方式普及党风廉政建设知识，弘扬党风
廉政风气，在增强政府公信力的同时打赢党风
廉政工作的保卫战。新时期下加强基层党风廉
政建设，只有开始，没有结束，时时抓，日日抓，
争取做到无禁区、无盲区、无特区。 (张文志)

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

中秋、国庆“双节”前夕，为做好节日期间
的作风建设，严防“四风”问题反弹，洛阳洛龙
区龙门街道办纪工委于 9月 10日对全体党员
干部开展廉政警示教育，重申《龙门办党员干
部“十不准”》，遏制不正之风反弹回潮，营造廉
洁过节的良好氛围和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打
好“节日反腐”阵地战，要求各村各社区及辖区
单位严禁公款购买和赠送月饼、烟酒等节礼。

按照安排，龙门办纪工委在“双节”期间将通过
明察暗访、专项检查、随机抽查等方法，重点针
对公款送礼、公款吃喝、公车私用、财务票据违
规、大操大办婚丧嫁娶事宜等问题开展专项检
查。对发现的问题线索，快查快结，对节日期
间顶风违纪且不收敛、不收手的，从严查处，并
对查出的当事人在全办范围通报批评。

（姜永学）

早部署早安排 严查公款送节礼

六举措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新成效

卫辉市公路局党组通过六项
措施，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取得
新成效。一是提高政治站位，自觉
履行职责，进一步提高新时期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重要性的认识。二
是结合以案促改，把发现问题作为
出发点，把解决问题作为落脚点。
三是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
面。开展经常性的廉政谈话，让

“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加大执纪问责力度，做到及时提
醒，抓早抓小。四是推进党务政务
公开工作。坚持民主集中制，研究

“三重一大”内容。尊重职工意见，
重大事项召开职代会讨论。五是
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和“一岗双责”责任。完善制度建
设，深化以案促改。六是抓关键少
数，盯紧重要节点，确保全面从严
治党工作无死角。 （曹鹏）

为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廉洁
意识，深化作风建设，持之以恒纠
正“四风”，近日，郑州金水区南阳
路街道办事处对领导班子成员和
各科室主要负责人召开节前廉政
谈话会。会上，纪工委书记首先要
求假日期间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
脑和清廉的本色，要警惕腐败思想
滋生蔓延，扎紧“四风”牢笼，确保
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其次

要求落实节假日值班制度,节前节
后要勤于本职工作,牢守情系于
民,服务于民之初心。最后要求全
体干部职工落实“三个严禁”，要牢
记规定和纪律要求，不踩“黄线”、
不越“红线”、坚守“底线”，始终把
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通过节前
敲警钟，切实增强廉洁自律意识，
着力营造风清气正、文明祥和的节
日环境。 （张莉萍）

“双节”前廉政谈话 敲响纪律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