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4月 21日，
洛阳市与凯盛科技集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将在洛阳
建设总部基地、研发中心、博物馆
及三大生产基地。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凯盛科技集团董事长
彭寿参加座谈及签约仪式等活动。

李亚说，当前洛阳全市上下正
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加
快洛阳发展的部署要求，凝心聚力
加快建设副中心、致力打造增长
极。凯盛集团此次在洛布局高端玻
璃研发、生产等项目，将对洛阳新材
料产业转型升级发挥重要作用。

彭寿表示，凯盛集团将积极发

挥自身优势，抢抓新基建发展机
遇，在洛布局信息显示等高端玻璃
研发生产基地，打造更多新业态、
新产品，为洛阳建设高质量副中心
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按照协议，凯盛集团将在洛建
设“一个总部基地、一个研发中心及
博物馆、三大生产基地”，总投资
130亿元以上，在洛打造世界一流、
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玻璃新材料研发
制造产业基地。“总部基地”即洛玻
集团总部经济基地。“研发中心及博
物馆”即在伊滨经开区打造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及浮法玻璃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同时建设玻璃展示类
和玻璃产业数字经济博物馆。“三大
生产基地”包括伊滨经开区信息显
示玻璃、汝阳县特种玻璃、偃师市电
子信息玻璃等三大产业基地。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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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英雄才会产生

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

辈出。4月21日，我省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

五十四场新闻发布会举

行，来自我省第一批、第

二批、第五批、第十一批

和第十五批支援湖北医

疗队的几位援鄂英雄，在

会上分享了他们在武汉

奋战的感人故事。

□本报记者 曹萍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4月21日
上午，副省长霍金花深入许昌市调研
指导学校复学和教育综合改革工作。

霍金花一行先后来到许昌市建
安区新区实验学校、建安区第一高级
中学灵井校区、许昌市实验中学，仔
细查看教室、宿舍、餐厅、医务室等，
并与学校负责人、校医和家委会成员
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学校疫情防控措
施落实和教育综合改革情况。

霍金花强调，要注重在实战当

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疫情防控方
案，将防控责任和措施细化落实到教
学、后勤、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坚决守
住校园这一方净土。要高度重视学
生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扭转“唯分
数”等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多措
并举发展素质教育。要持续发力教
育综合改革，在推进校长职级制、教
师“县管校聘”、深化集团化办学等方
面大胆探索，努力为全省教育改革工
作提供好的经验做法。③6

本报讯（记者 孙静）4 月 21
日，副省长何金平到郑州市调研重
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何金平一行先后深入地铁1号
线、4号线会展中心换乘站，地铁4号
线副CBD内环路站和省直青年人才
公寓晨晖苑、博学苑等地实地调研、
现场办公，督导进度，解决问题。

何金平说，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
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
委、省政府部署，统一思想，主动作

为，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加快在
建和新开工项目建设进度，积极扩大
有效投资，认真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在推动项目建设中，要因时因势
完善防控举措，进一步巩固疫情防控
向好态势；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
策，加强用工、用地、资金、原材料供
应等要素保障，妥善协调解决问题，
确保如期或提前完成建设任务；要强
化防范措施，落实安全责任，切实加
强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管，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③8

□本报记者 王平 曹萍

“现在住院看病真的太方便了，没
想到县里医生还请到了省里专家来会
诊。”4月 19日，息县孙庙乡街村农民
张大爷，一出院就激动地向亲戚讲起
看病的经历。

张大爷能很快康复出院，主要得
益于当地打造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为
百姓带来的高质量医疗保障。

近年来，息县作为我省县级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示范县，针对医疗资源
配置不均衡的现状，由两所县级医院
牵头，城区和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
参与，组建了两个医疗健康服务集
团，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
设。

在医共体内，实行行政、人员、财
务、业务、绩效、药械、信息等统一管
理，推动各个医疗机构由无序竞争向

“一家人”融合发展转变。
不仅如此，医联体内的县医院还

“上联”郑大一附院等 8家三甲医院，
“下带”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省级
专家定点帮扶，家庭医生健康管理，

互联转诊畅通无阻，努力让老百姓
“看得好病”。医改新政实施以来，息
县基层医疗机构诊疗人次占比达到
76.5%，实现了 90%以上的住院病人
不出县。

截至目前，我省已组建城市医
联体 272 个，47 个县（市）的 149 个
紧 密 型 县 域 医 共 体 落 地 见 效 。 以
息 县、郸 城 等地为代表 ，已探索形
成 了 全 国 领 先 的 县 域 医 改 成 熟 经
验。③4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4月 21日，
省商务厅举行“香港河南网上药材供
求对接周”活动启动仪式，我省多个医
药企业、中药供应商与港企通过网络
开展商贸洽谈，共同推进豫产中药材
打入海外市场。

当天的活动中，禹州、卢氏、辉县、
济源、上蔡等优势中药材县市的中药
材种植、贸易企业纷纷上线，与数千里
外的香港药企，通过互联网同“聚”在
一面电子大屏上进行对接。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发挥了重
要作用。河南是中医药大省，中药材
产量、人工栽培种植面积均居全国前
列。香港则是中医药国际化的桥头
堡，在推动中医药国际化、标准化、现
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豫港两地有效对接，将成为河南
中药材出海的有效抓手。河南医药质
量管理协会会长赵卫东介绍，中药材
是河南省传统优势产业，也是最有活
力的科技型产业之一。2018年，河南
省 规 模 以 上 医 药 企 业 经 营 规 模 达
2450亿元，同比增长 8.1%，全国排名

第三、中部第一。
在当天的商务对接中，香港中药

联商会、香港中医学会、启泰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香港澳斯佳药业有限公司
等机构和企业，与封丘新乡博凯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禹州河南华夏集团、卢
氏县政府、济源河南济世药业有限公
司、辉县河南百泉药都集团、上蔡亚英
泛金银花种植合作社、三门峡河南宁
寿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进行了深入交
流对接。③6

本报讯（记者 王映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马鹏宇）4月 21日，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到脱贫攻
坚联系点濮阳市台前县，调研脱贫
攻坚工作。他强调，要持续巩固提
升脱贫攻坚成果，确保高质量打赢
脱贫攻坚战。

在台前县新六农牧科技有限公
司、鑫诚服饰有限公司、荡宇惠民食
业有限公司、奥玺服饰有限公司和
姜庄黄河古村落民宿小镇乡村旅游
扶贫项目，黄强一行详细了解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带贫模式及各项扶
贫政策落实情况。黄强指出，发展
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
的重要论述，以群众满意为目标，坚
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突出特色，
切实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在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夹河乡安
置区项目工地，黄强在详细了解易
地扶贫搬迁最新进展情况后强调，
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作事关群众切
身利益，来不得半点含糊。要在细
节上狠下功夫，在严控住房标准、确
保工程质量的同时，统筹抓好公共
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要强化产业支撑，制定扎实
完善的搬迁方案，确保搬迁群众“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③5

持续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统一思想 积极作为
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用心用情 压实责任
坚决守住校园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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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免疫力

健康动起来

图① 4月 19日，市民在洛阳市涧西区武汉路南村游园内运动健身。近年来，该市着力推进小游园建设，打
造15分钟生态休闲圈，让更多市民享受到了在家门口游园健身的“生态红利”。⑨6 黄政伟 摄

图② 近日，游客在禹州市无梁镇大木厂村知青旧居骑行、游玩，感受春光。⑨6 刘艳红 摄

图③ 4月21日，市民在郑州市郑东新区七里河公园内晨练，享受健康生活。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②②①① ③③

本报讯（记者 王平）4 月 21
日，副省长戴柏华在郑州调研我省
卫生健康领域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戴柏华先后察看了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院区全科医生
临床培养基地及省中西医结合儿童
医院项目、省肿瘤医院内科病房综
合楼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并主持召
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情况汇报。

戴柏华强调，抓好卫生健康领
域重点项目建设，对提高医疗服务
水平、推进健康中原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要深入贯彻中央和我省关于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省卫
生健康大会精神，以实施卫生健康
领域重点项目为抓手，加快补短板、
强基础、筑优势，全面提升医疗服务
能力。要在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
产工作的前提下，科学组织项目施
工，加快建设进度，提升建设质量。
要及时帮助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按照既定时
间节点有序推进。③6

洛阳与凯盛科技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联合打造“新洛玻”

以实施卫生健康领域重点项目为抓手
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4月 22日是世界地球日，中原油田世纪景苑小区广泛开展爱护地球
环保宣传，在居民中传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图为4月 21日，工
作人员和孩子们共同学习环保知识。⑨6 范兆玮 摄

新冠肺炎患者没有家人在身旁，很
多重症患者生活不能自理，护理人员承
担的工作量是平时的几倍。

王瑞是省直第三人民医院主管护
师，随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一起在重
症病区工作，护理的重症患者平均年龄
在60岁左右，最大的95岁。

一次，一位阿姨弄脏了衣服，要端着

盆自己去洗，王瑞见了赶紧上前接过来
帮着洗。她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不一会
儿就浑身大汗。阿姨心疼得流下眼泪，
说：“儿女也不过如此。”

郑州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长邵青青
是一名“90后”，随我省第五批支援湖北医
疗队奋战在武汉青山方舱医院。因为在
感控上严格把关，大家都叫她“邵三管”。

在方舱医院，为了给病人带去更多
希望，她利用休息时间叠了 200只千纸
鹤送给患者。

患者收到千纸鹤时，很多人都激动
得哭了。“他们说了许多感谢的话，也祝
福我们早日安全回家，这些话让我感觉
很温暖，也给了我们战胜疫情的信心和
勇气。”邵青青说。③6

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五十四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援鄂英雄，用生命守护生命
“既然来了，就不能退缩，必须背水

一战！”发布会上，我省第一批支援湖北
医疗队队长、省卫健委体改处处长王耀
平回忆初到武汉时的心情，激动地说。

大年初二，在疫情最为严峻的时候，王
耀平带领来自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等5
家医院的137名队员驰援武汉，包括他在
内的很多队员都对家里人交代了“后事”。

抵达武汉后，医疗队整体接管了武
汉市第四医院的 3个病区，收治的大部
分是重症、危重症患者。面对巨大挑战，
队员们心理压力很大。

医疗队第一时间成立了临时党支
部，组建“党员攻坚队”，队员的防护服上
写着姓名、画着五角星，还有一句话“有
事找党员”。“这样一方面鼓舞了队员们
的士气，一方面也让患者真切地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关怀。”王耀平说。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
周正是医疗队医疗组组长，他分享了工
作中的一个细节：“护目镜起雾后视线特
别不好，当有水珠流下时，会在镜片上冲
出一道清晰的缝隙，我们经常就是透过
这道缝隙去进行各种操作。”

医疗队离开武汉那天正好是农历三
月初三，按照当地的风俗要给亲人吃地
皮菜煮的鸡蛋。武汉市第四医院的医护
人员晚上下班后打着手电筒到野地里挖
来地皮菜，连夜煮好鸡蛋。“拿着鸡蛋我
们特别感动，武汉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周正哽咽着说。

医疗队在武汉共收治患者 231人，
其中重症和危重症患者 131人；治愈出
院213人，治愈率92%；出院患者回访满
意率 100%，实现了医疗队员零感染，圆
满完成各项任务。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
长韩传恩带领的是我省第十一批支援湖
北医疗队，174名队员于 2月 21日抵达
武汉。医疗队分成四组，与四支国家支
援湖北医疗队通力协作，收治重症患者
288人，治愈出院 215人，赢得了李兰娟
院士团队的认可与赞誉。

此次来到武汉，韩传恩还见到了两
位特别的“战友”，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
两位护士董娟和李婷。原来，11年前，
当商丘的手足口病疫情较为严重时，她

们从武汉赶到商丘支援。
11年后，再见竟然又是在抗击疫情

的战场上，然而此时董娟已不幸感染上
新冠肺炎。聊天中，她还很怀念当年在
河南吃的烩面。“烩面、热干面都是面，河
南人、湖北人一家亲！”韩传恩为病床上
的董娟打气，“当年你们伸手援助，今天
我们舍命守护。”这场跨越 11年的豫鄂
情深、守望相助，令人动容。

除了疾病治疗，对患者的心理疏导
也是抗击疫情的关键所在。

第十五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新
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精神二科主任张
建宏介绍，来自全省 4家精神卫生专科
机构的 30名队员累计查房 1351人次，
联络会诊80人次，发现有心理行为问题
者629人，提供心理干预、心理疏导和心
理支持609人。

“医疗队及时编写了心理自助手册，
河南省精神卫生中心印制了 7000册发
往武汉，发给各地支援湖北医疗队和当
地住院患者。”张建宏说。

救治重症 分秒必争1

豫鄂情深 守望相助2

用心护理 无微不至3

在医共体内，实行行

政、人员、财务、业务、绩效、

药械、信息等统一管理，推

动各个医疗机构由无序竞

争向“一家人”融合发展转

变。省级专家定点帮扶，家

庭医生健康管理，互联转诊

畅通无阻，努力让老百姓

“看得好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