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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施健康中国行动，
促进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
升级

◆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中丰富中医治未病
内容

◆鼓励家庭医生提供中医
治未病签约服务

◆到 2022 年在重点人群
和慢性病患者中推广20个
中医治未病干预方案

◆大力普及中医养生保健
知识和太极拳、健身气功
（如八段锦）等养生保健方
法，推广体现中医治未病理
念的健康工作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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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萍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强调要发挥中医药在维护和促进
人民健康中的独特作用，包括彰显中医
药在疾病治疗中的优势、充分发挥中医
治未病的功能等。那么，到底什么是“治
未病”，中医药的独特作用有哪些？11月
4日，记者就此进行了相关采访。

中医“治未病”防患于未然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说：“上工治
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与我们现在
所强调的“以预防为主”异曲同工。河南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未病健康管
理中心医师段枫阳介绍：“治未病就是采
取相应的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从
中医来说就是‘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
后防复’。”

目前，很多中医院都开设有治未病
科室。“导诊建议病人到治未病科时，很

多人会疑惑，说我的胃没什么毛病啊。”段
枫阳的玩笑话反映了大家对此的陌生，

“疾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长期积累
的后果，早期出现一些‘信号’，并不需要
进行专业治疗，但也不能任其发展，治未
病在这个阶段可发挥重要作用。”

那么，到底哪些病人可以到治未病
科进行治疗？“出现精神不振、乏力、抑
郁、焦虑、失眠、头痛等‘亚健康’状态，以
及糖尿病、高血压、更年期综合征、胃肠
功能紊乱等慢性病，都是治未病的对
象。”段枫阳说，主要手段是运用中药、膏
方、针刺、保健推拿、拔罐、督灸、中药铺
灸、中药热罨、中药熏蒸等传统药物及外
治疗法。

但是，目前治未病还没有纳入医保
范围。“将这一部分纳入医保范围，让更
多人能够及早关注健康，更符合以预防
为主的方针。”段枫阳说。

中西医结合实现“两条腿走路”

中医是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西医
是现代科学的产物，在实际的临床应用
中，“中西医结合”应运而生。

11月 3日，在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儿科，很多家长抱着孩子在排
队挂号，门诊大楼上“中西医结合儿童医
院”的牌子很醒目。“感觉中医的副作用
会小一些。”“西医治了很久，效果不明

显，来试试中医。”……很多家长都是抱
着这样的心态来到这里。

“中西医结合就是主要运用西医进
行诊断，在治疗中以中医为主、辅以部分
西医的综合治疗手段。”该院儿科医学部
主任翟文生介绍，“中医在治疗中能够提
高临床缓解率、减小副作用并进行整体
调节，中西医结合能够起到‘1+1大于 2’
的效果。”

我省为了进一步提升重大疑难疾病
中西医临床协作能力，由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牵头、河南省人民医院
协作，双方组建中西医临床协作组，为患
者提供中西医一体化综合诊疗服务。这
也正符合《意见》所提出的，鼓励开展中
西医协同攻关，将中医纳入多学科会诊
体系。对此，国医大师张磊强调：“要避
免中医‘西医化’，要坚持中医思维，才是
真正的中西医结合，才能更好地传承中
医。”

今年 5月 29日，省卫健委、省中医管
理局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乡镇卫生院中
医馆（中医科）建设的通知》，计划到今年
年底全省具备基本医疗功能的乡镇卫生
院全部设置中医科；到 2020 年年底，全
省 70%以上的乡镇卫生院建成符合国家
标准的中医药综合服务区（中医馆）。“随
着中医药服务在基层医疗机构的进一步
普及，中医会更好地发挥其独特优势，在
疾病预防、治疗中起到更大的作用。”省
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③6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班鹏

“背街小巷整治和断头路打通工程被
列为民生实事，目前进展如何？”“数字城管
规划建设和落实情况怎样？如何进一步创
新城市管理工作？”“洛阳市垃圾分类进展
如何？”……

10月31日，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就城市精
细化管理进行了专题询问，15名洛阳市人大
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围绕群众关心的
问题逐一问询，洛阳市政府及住建局、城管局
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作答、探寻解决方案。

丰富城市“毛细血管”
实现道路“微循环”

“王城大道快速路主线通车，龙门高铁
站到飞机场 15分钟可到达，这里已成为洛

阳新的网红打卡地。”国庆假期前后，洛阳
市民的朋友圈被这样的消息刷屏。

城市路网纵横交错，背街小巷改造进
度如何？

“背街小巷整治和断头路打通工程是
今年洛阳市确定的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之
一。”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赵书政
介绍，50 条背街小巷提升工程已完工 41
条，27条“断头路”打通工程已完成 21条。
目前正按年度计划加快项目建设。

如今，俯瞰洛阳城区，古城快速路横穿
东西、王城大道快速路纵贯南北，环城路实
现环通，背街小巷通过整治提升焕然一新。

打造“智慧城管”
让城市“耳聪目明”

城市治理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
上下功夫，“智慧城管”能否解决停车难？
如何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段，实
施‘互联网+城市管理’行动，提高运行效
率，拓展服务功能。”洛阳市城市管理局局
长易勋说，洛阳市数字城管系统建成以
来，市区两级平台日平均受理管理问题信
息 2600 余件，问题整改率达 98%以上；群
众诉求问题整改率 100%，满意率达 95%
以上。

为了缓解停车难，该市今年建设52个停
车场，15500个车位。城市区公共停车场统
一接入“洛阳公共停车”平台管理，目前已纳
入统一管理的停车场205个，泊位4.02万个。

畅通民意“优驾容错”
提升群众幸福感

交通秩序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机

动车乱停乱放整治、马路停放能否采取
弹性限时的措施，这些民生“堵点”如何
破解？

洛阳市公安局副局长李亚凡介绍，通
过监控抓拍、现场贴单、违法拖离、有奖举
报等方式，解决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推行

“以考代罚、大拇指点赞”等多项便民举措，
管理电动车、非机动车闯红灯，通过整治，
此类违法行为下降率达 70%左右；开展渣
土车治理“砺剑”行动，对每一起违法坚持

“查源头、查路线、追末端”；并推出“优驾容
错”等高质量民意警务6项便民举措和服务
承诺，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安全感。

“直面问题不回避，强化措施补短板。”
洛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
此次专题询问为契机，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严格对标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
的指示要求，疏堵结合、标本兼治，不断提
升精细化、人性化、科学化、智慧化管理服
务质量和水平，努力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的目标。③4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尹沅沅 付依潼）10月 31
日，由河南省慈善总会、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有限公司发起
成立的“河南省角膜盲慈善扶贫复明项目”在河南省人民
医院启动。未来 5年，500枚生物工程角膜将帮助我省经
济困难的角膜盲患者重见光明，其中首批100枚将定向用
于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眼科），为我省贫困
角膜盲患者实施复明手术。

本次捐赠的生物工程角膜是由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有
限公司旗下一家来自深圳的全资子公司自主研发，是全球
首个上市的生物工程角膜。经过临床试验，该生物工程角
膜愈后效果接近人捐献角膜，能改善患者视力。省人民医
院眼科角膜及眼表病中心主任任胜卫说：“目前这种角膜
主要适用于一部分能够采用板层角膜移植手术治疗的角
膜盲患者，只要不出现上皮缺损、外伤、感染等相关并发
症，该角膜供体可以长期使用。”

作为我省唯一接受眼角膜捐献的合法单位，省人民医
院每年大概会接到 600至 800名需要角膜移植患者的申
请。该项目的启动，将给我省需要角膜移植手术、适合使用
生物工程角膜材料的贫困患者提供很好的复明机会，有需
要的患者可到该院角膜及眼表病门诊进行咨询与评估。③5

□本报记者 周青莎 本报通讯员 刘媛 刘璐璐

饶河，乌苏里江边上的一个小县城，与俄罗斯隔江相
望。近日，从中原腹地郑州，到东北边陲饶河，郑州市二七
区法院执行员跨越六个省份，往返5400多公里，将一起执
行案件的涉案车辆成功带回，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今天我们开始启动车辆评估拍卖程序，正在提交相
关手续。”11月 1日，二七法院执行员李文强电话通知申请
人某银行。

这是一起信用卡欠款纠纷案，被执行人办卡时用自己
的奥迪车做了抵押，因无法及时还款被银行起诉到法院。
后来，银行发现被执行人悄悄把车卖到了饶河，于是有了
这次千里迢迢的执行。

说起刚刚完成的这次扣押任务，李文强带着一丝兴奋。
10月17日一早，李文强带领同事郭明明、李峰踏上了前

往饶河的路。从飞机到火车，再到汽车，几经辗转，他们于18
日下午到达双鸭山市的饶河县。十月中旬，气温已逼近零
下。在当地法院的协助下，执行员们在县城的一个修理厂附
近找到了被执行的车辆。围观群众听说是郑州法院的人来查
封“老赖”的车，惊讶之余纷纷竖起了大拇指，并告诉执行员，
再往东走300米就是乌苏里江，他们所处的位置就是国境线。

扣押结束，执行员马不停蹄地往回赶。在当地法官的
带领下，他们穿越了 70多公里的无人区抵达高速口。直
到 19日到达哈尔滨，大家才吃上两天来第一顿热乎饭，此
时已是深夜 12点多。第二天一早，一行人又踏上了回程，
最终将涉案车辆安全带回郑州。

“这一路确实很不容易，但是为了保护申请人的合法
权益，维护法律尊严，就是追到天涯海角我们也在所不
惜。”李文强说。③4

本报讯（记者 孙静）“先付 30元押金，
即可享‘双 11’期间 5折超低价优惠”。如
今，付押金享折扣已经成为网络集中促销
期间各商家的营销手段之一，付押金真的
划算吗？支付时应注意哪些事项？11月 6
日，省消费者协会发布“双11”购物警示，提
醒消费者在预付押金时应通过第三方平台
支付，对于先涨价后折扣、不退还押金等行
为，要勇于举报投诉。

“去年‘双 11’期间我有 6件商品都付
了押金，但有些商品其实并没有便宜，跟商
家沟通，对方就说押金不能退还，因为金额
较小，通常几十块钱，就没有继续维权。”郑
州市民王岚说。

像王岚这样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观察如
今电商平台上盛行的押金销售策略，许多商
家甚至直接注明：押金不退。押金不退是否
合规？省消费者协会相关负责人说，《电子
商务法》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按照约定向
消费者收取押金的，应当明示押金退还的方
式、程序，不得对押金退还设置不合理条
件。消费者申请退还押金，符合押金退还条
件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及时退还。

该负责人进一步介绍，如果电子商务
经营者未向消费者明示押金退还的方式、
程序，对押金退还设置不合理条件，或者不
及时退还押金的，消费者可进行投诉，有关
主管部门将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5万元
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此外，消费者应注意辨别，对支付押金
的商品，商家是否存在先涨价再打折扣的
行为，在支付押金前应详细阅读活动规则，
提防被强制签订押金不退等预售协议，同
时应选择可靠的第三方支付方式付款，谨
慎选择可直接进入对方账户的支付方式，
以防权益受损。③5

本报讯（记者 孙静）11月 7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
近期对全省休闲服装、针织内衣2种产品的质量监督抽查结
果，本次抽查共涉及68家企业、68批次产品，经查，有5批次
产品质量不合格，合格率为92.6%。

本次抽查，省市场监管局共从郑州、商丘、南阳、安阳、
驻马店等省辖市的68家企业抽取了68批次的产品，主要检
验了衣服的纤维含量、甲醛含量、pH值、可分解芳香胺染
料、异味、耐水色牢度、耐摩擦色牢度等。

检验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问题主要集中于耐水色牢
度不够，如郑州市诚信服饰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次商务休
闲裤，耐水色牢度实测值较低；实际含棉量与产品标值不
符，如安阳高新区奥数点婴幼儿服饰内衣厂生产的 1批次
小碎花套装，纤维含量实测值为棉 86.5%、粘胶纤维
13.0%，与该产品标称值为棉 100%不相符；此外还有 pH
实测值过高等问题。

针对本次抽查中发现的问题，省市场监管局已责成当地
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依法严肃处理。省市场监管
局特别提醒广大消费者，遇到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请拨打
12315投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或举报。③9

全省休闲服装质量抽查合格率为92.6%

穿衣要舒心更要安心

质监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11月 7日，记者从中储粮河南分
公司获悉，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在我省信阳、南阳、
驻马店三市已启动2019年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2019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较去年保持不变，国标三等
中晚籼稻的到库价为1.26元/斤，国标三等粳稻的到库价为
1.3元/斤，相邻等级间的等级差价均为0.02元/斤。执行预
案收购的稻谷，为当年生产且符合三等及以上国家标准，四
等及以下的稻谷由地方政府组织引导实行市场化收购；同
时要求符合食品安全指标，不符合的不列入收购范围。

在今年中晚稻托市收购中，中储粮河南分公司积极推
广“惠三农”售粮预约APP，以实际行动为民服务解难题。
通过这款由中储粮集团公司开发的售粮手机软件，售粮农
民可以查询周边售粮库点预约情况，就近选择售粮库点，
提前线上预约，实时了解粮库排队情况，及时接收粮库公
告信息，据此合理安排售粮时间，实现少跑路、少排队、快
交粮、降成本。③9

11月6日,南阳市第六届菊花展在市人民公园盛大开幕，本次菊花展
以“菊舞盛世、情动宛城”为主题，展期20天。

本次菊花展用10余种菊花结合菊艺造型进行造景，花色艳丽、馥郁
芬芳。菊展沿游园线路进行造景，摆放了“千帆竞艳”“二龙戏珠”“童趣”
等十组主题精品造型，让市民充分感受菊花的独特之美。⑨3 高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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