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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党的百年华诞 谱写“十四五”新篇章 •三门峡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本报通讯员 周威

交通，改变了历史，也推动着一座城市的
发展。

在豫西边界、崤函腹地，一段蜿蜒于山谷
间的崤函古道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道路”遗
址，印证着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如今，三
门峡境内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318公里，
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 8233公里，基本建成
了外联内通、通村畅乡、客车到村、安全便捷
的交通运输网络。

真抓实干、勇于创新，三门峡市交通运输
局秉持“人生就是奉献，事业就是苦干”的理
念，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勇于担当、乐于奉
献的精神，有效推动了全市交通运输事业持
续健康快速高质量发展。

2019年以来，三门峡市5条在建高速公
路综合评比排名全省第一，交通重点项目建
设工作取得全省综合考核第二名，获得省交
通运输厅奖励 1000 万元；2020 年，高速公
路“双千工程”被三门峡市政府记“集体三等
功”；2021年，三门峡市交通运输局被中共河
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河南省脱贫攻
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 ●● ●●

市交通运输局 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

结点连线 构建综合交通网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本报通讯员 汤剑燕

牢记初心，服务百姓。

历经65年的风雨历程，三门峡市中心

医院从三门峡大坝会兴工区门诊部，发展

成为三门峡市中心医院医疗管理集团，三

门峡地区首家集医疗、教学、科研、康复、保

健、急救和技术指导于一体的公立三级甲

等综合医院。

立足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呵护黄河两

岸 260万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三门峡市

中心医院先后荣膺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

院、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国

家健康管理示范基地、河南省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集体、河南省群众满意医院、河

南省援外医疗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

市中心医院 高质量打造区域医疗中心

夯实硬基础，提升软支撑。三门峡市交通
运输局着力抓好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初步形成
了以高速公路为骨架、国省干线为依托、农村
公路为脉络，覆盖全市、辐射周边、八纵八横的
交通运输网络。

6月 12日，卢氏县横涧乡马窑村栾卢高速
施工现场，工人正在紧张地施工。栾卢高速
（栾川至卢氏）项目于 2019年启动，是河南省
平均海拔最高的高速公路。栾卢高速建成后，
将打通豫西南大通道。

目前，三门峡境内在建5个高速公路项目，
新建高速公路项目 1个，建设总里程 155.15公

里，总投资 272.32亿元。栾川至卢氏高速、渑
淅高速渑洛段、连霍呼北高速联络线、渑垣高
速、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南引桥及南引线、
卢氏至洛南（豫陕省界）高速公路项目建成后，
三门峡将实现由“通达”到“通畅”的转变，连南
贯北、承东启西的交通综合运输网络体系，将
为建强区域中心城市发挥积极作用。

在高速公路项目建设推进中，三门峡市交
通运输局创新“三层五动”“五种关系”工作法，
即坚持“高层强力推动、中层倾力带动、基层高
效行动、上下协调联动、监督考核驱动”，正确
处理好“市县两级指挥部之间、县指挥部与施

工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施工单
位之间、沿途乡镇与群众之间”关系。

同时，坚持“问题在一线解决、措施在一线落实、
成效在一线体现”的工作原则，先后破解项目停工、
资金超概算等难题，主动与相关部门汇报沟通，
开辟“绿色通道”，为项目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环境。

国省干线路网结构持续优化，农村公路出
行条件显著改善。截至 2020年年底，农村公
路总里程达到 8233 公里，县乡路里程达到
3751公里，其中县道 1426公里，乡道 2325公
里，村道 4481公里，油路率达 92%，20户以上
自然村通硬化率达到94%。

卢氏县范里镇王窑村，有一条长 4.17 公
里，蜿蜒盘旋在村前一座山上的进村水泥路。
这是村民与外界连接的“纽带”，也承载着群众
致富奔小康的希望。

据王窑村党支部书记赵文生介绍，该公路
是三门峡市交通运输扶贫项目，总投资 170万
元左右，2017年 3月开始扩宽路基，7月份浇筑
水泥，历时5个多月完成。如今，这条扶贫路不
但彻底解决了王窑村村民出行难问题，未来将
成为该村上千亩扶贫项目“玉露香梨”的重要
运输通道。

提高农村公路通达能力是改善民生、助推

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保障。脱贫攻坚战打响
后，2018年投资 3.7亿元完成 163个贫困村道
路和 9个易地搬迁安置点出口路，实现了所有
行政村通硬化路和通班车目标，提前两年完成
交通脱贫攻坚任务。

在此基础上，2019年至 2020年，又完成通
村入组工程1125个自然村通硬化路，2021年计
划完成280个自然村通硬化路，达到20户以上
自然村通硬化路 100%全覆盖。义马市、灵宝
市、卢氏县被省交通运输厅评为万村通客车示
范县（市），各获奖励500万元；卢氏县被评为省
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获省补资金300万元。

目前，三门峡市 66个乡（镇）1361个建制
村已全部通客车，通车率达到100%，实现群众

“出门有路、抬脚上车”的愿望。在推进农村公
路建设中，还以建设文化公路景观为亮点，为
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提供休闲场所，提高了农村
公路的整体服务水平，实现了“人在车中坐，车
在画中游”的美好愿景。

畅通、安全、便捷的交通运输环境，有力地
促进了内部要素合理流动，据统计，“十三五”
末完成客运周转量 83648万人公里，货运周转
量 1734492万吨公里，同比增长 3.2%，持续位
居全省第一方阵。

“十四五”，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新 征 程 ，全 面 建 设 交 通 强
国。持续推动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厚植区
域综合交通优势，对切实发挥好交通先行
官作用、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未来五年，三门峡市交通运输局将围绕
“通江达海”“路网提升”“道路畅通”“空中联
通”四大工程谋新篇、开新局，到2025年将实
现综合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1346”总目标，
即“一核三圈四廊六体系”：

“一核”即以建设一个区域性交通枢纽
为核心；“三圈”即构建以三门峡为核心的半
小时通勤圈，周边城市 1小时联动圈和全国
主要城市 3 小时辐射圈；“四廊”即“两纵两
横”综合运输通道走廊；“六体系”即构建安
全、便捷、智慧、绿色、高效、经济的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

“‘十四五’期间，三门峡市交通局将以党
的建设为统领，紧紧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积极谋划项目，着力
提升运输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只争朝夕、一
往无前，加快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为推动三门
峡建设省际区域中心城市提供强有力的交通
保障。”三门峡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隽瑜表示。

修路架桥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谋篇布局

构建交通运输“新格局”

“在这里住，环境好、护理人员也好，各
方面都好。”6月 15日，在三门峡市康养中
心，因为左手臂骨折，70岁的乔艳芳老人与
老伴住进了康养中心，在这里体验治疗和
养老结合的居家式康养。

“入住前健康评估，入住后24小时专业
照护，一日三餐由营养师精心配制。”三门
峡康养中心孙小娜介绍，三门峡市康养中
心是三门峡全市唯一的集预防、医疗、康
复、养老和健康管理于一体的政府公立康
养机构。

贴心照护，温暖陪伴。为了百姓看病
方便快捷，真切感受到温暖和舒适，医院先
后邀请北大、清华的医院管理专家到院，分
层级分批次专题培训，从服务理念到实践
经验，小到一个问候、一个微笑、一杯水，大
到急会诊和多学科会诊，并制定印发服务
手册要求全院医护人员作为行为准则身体
力行。

“满足病人合理需求，争取病人利益最
大化”已成为医院每一位医护人员的价值
取向。

曾经看病停车难是个大难题。三门峡
市中心医院专门成立攻关小组，重新研究
规划，扩建地上停车场、增设地下停车场，
将停车位数量扩大三倍。投资近50万元升
级医院车牌识别系统，统一联网管理，增加
出入和通行效率。目前，医院已形成“交通
不拥堵、人车不交叉、停车有位置”的良好
就医环境。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以百姓健康需求
为关注焦点，强化战略引领，狠抓人才培
养和学科建设，持续改进医疗质量和护理
服务，统筹推进医、教、研协同发展，从以
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型，以全人
群为服务对象，以治未病为起点，以防大
病、管慢病、促健康为核心内容，全力实施
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助力‘健康中国'建
设。”潘华表示。

5月 27日，三门峡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潘
华郑重地将聘书交至刘江波博士手中，这是医
院柔性引进的首个博士，将促进甲状腺肿瘤外
科专业科研发展再上新台阶。

是人才就给平台。早在 2013年院领导就
三上省城，邀请从医院走出的硕士研究生刘宽
出任呼吸病院院长。已在郑州大医院就职并
买房安家的刘宽，被医院爱才为民精神深深感
动，毅然返乡。先后开展纤支镜呼吸微创术等
新技术，填补区域空白。

刘宽的回流和任用，打动了在海外的顶尖
医学人才，党亚龙就是其中一位。

2018 年 2 月，33 岁的党亚龙放弃美国匹

兹堡大学眼科中心博士后的优厚待遇，毅然
回到家乡三门峡，用自己所学服务家乡眼科
医学发展。

回国仅用一年时间，党亚龙牵头成立了三
门峡市眼科医院、三门峡市眼科研究院，填补
了三门峡地区没有公立眼科医院和眼科研究
院的空白；成功创建了省级实验室“河南省青
光眼国际联合实验室”、首家省级医学研究中
心“河南省眼科微创手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举办“2018三门峡首届国际眼科论坛”，邀请国
际医学专家教授，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提升区
域医疗科研水平。

党亚龙还带头创建了三门峡市儿童医院

小儿眼科专业，与清华大学长庚医院和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签约开启临床合作，每周都有国家
级眼科教授在三门峡市眼科医院坐诊、查房和
手术，让家乡百姓就近享受到眼科尖端技术。

目前，医院拥有硕士研究生导师 2人，博、
硕研究生 271人，高、中级职称 861人，国家级
医学会副主委、委员31人，省市级主委、副主委
131人，省市级各类科技创新、拔尖人才、领军
人物15人。先后成立中国胸痛中心、国家卒中
中心、全国健康管理示范基地、重大创伤救治
中心等50余个国家、省、市级中心，为区域医疗
发展起到示范引领作用，极大地提升了区域医
疗救治能力。

百姓的需求，就是努力的方向。早在2013
年，三门峡市中心医院为更好解决家乡人民外
出辛苦求医的问题，针对区域病种特点，整合
优势医疗资源，率先成立6个专科医院，成为当
时河南省专科院中院最多的地市级医院。

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目前，医院拥有儿
童医院、脑病医院、肿瘤医院、心血管病医院、
骨科医院、妇产医院、眼科医院、康复医院、呼
吸病院、消化病院、皮肤病院11个专科医院。

集群式发展的专科力量，有力提升医院专

科技术水平，救治范围辐射省内外，吸引山西
运城、陕西渭南等周边区域的百姓前来就诊。

同时，在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区域，率先创
立跨省区域医疗联合体，目前已拥有 115家医
联体成员单位，引领并带动提升了区域诊疗水
平；打造数字化医院，提升医院现代化管理水
平；率先成立互联网医院，探索出符合区域特
点的市、县、乡三级医疗机构联动的一体化分
级诊疗合作模式，受到莅临医院调研的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

根据河南省卫健委发布的全省53家三级综合
医院DRGs综合排名，三门峡市中心医院反映疾病
严重程度、诊疗难度的病例组合指数（CMI值）排名
全省第11位；反映外科技术实力的三四级手术例
数及占比排名第12位；反映重点专科救治能力的
54种重点监测病种及术种17个排名前10位。

2020年度《河南省三级医院基于 DRG绩
效分析报告》显示，医院三级综合医院CMI指
数医院居全省第 6位，稳居全省三级综合医院
第一梯队。

示范引领 专科品牌突出

吸纳人才 学科实力雄厚

惠利群众

从点滴小事做起

即将建成通车的渑垣高速公路，图为南村
黄河大桥全景

灵宝市朱阳镇：山路弯弯村村通

连霍高速、三淅高速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梨园村形成黄金十字交叉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党委负责人带领医护人员到贫困村开展爱心义诊
牛鹏磊 摄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呼吸病院负责人在为患者实施纤维支气管镜手术
牛鹏磊 摄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眼科医院负责人在坐
诊 牛鹏磊 摄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邀请幼儿园小朋友走
进医院体验医护人员工作 牛鹏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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