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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党史如同一座精神“富矿”，
展现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披荆斩
棘的政治智慧，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坚
贞不屈、迎难而上的政治担当。在当
前转型发展的新征程上，中原银行鹤
壁分行大力实施党建引领战略，确保
转型发展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点，作为省级法人银行立足鹤
壁的重要分支机构，中原银行鹤壁分
行肩负重要使命和责任。今年以来，
该行不断强化党建引领，狠抓政治思
想建设，先后组织系列党建活动，让党

员干部根植于心、笃于行，以高质量党
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3月 26日下午，中原银行鹤壁分
行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议。
会上，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杰解读
了《中原银行鹤壁分行党史学习教育
实施方案》，党委书记、行长邓东波围
绕党史学习教育做了重点工作强调。

4月 6日下午，中原银行鹤壁分行
组织开展党建工作考核培训。培训强
调了今年党建考核的重要性，分行将
党建考核与 KPI 考核实行双 A 制考
核，要求各单位提高政治站位，以高质
量党建引领业务高质量发展。

4月 8日，中原银行鹤壁分行参加

鹤壁市金融工作局组织的歌曲《国家》手
语录制活动。该活动进一步唱响“感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主旋律，传承红色基
因，讴歌伟大时代，激发分行员工爱国爱
行情怀，展现蓬勃向上精神风貌。

4月 14日、5月 28日和6月 25日，
中原银行鹤壁分行先后举办专题党课。
百年青春心向党，矢志建功谋发展。通
过学习，分行党员干部深受鼓舞，纷纷表
示将不负历史机遇、不负时代所托，加强
学习、创新方法，转变作风、严明纪律，鼓
足干劲、担当作为，奋力谱写中原银行鹤
壁分行高质量发展绚丽篇章。

4月 15日和 5月 29日，中原银行
鹤壁分行组织党员干部分别赴鹤壁市

山城区石林会议旧址开展“学党史，锤
炼党性”主题党日活动、前往红旗渠举
办“学习红旗渠精神·凝心聚力共奋
进”实地研学专题培训班。通过实地
研学，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文化，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加
强了分行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
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5月30日，中原银行鹤壁分行开展
“跑出一片天快乐向前冲”庆六一活
动。为员工营造了健康舒压环境，放松
心情，提升了员工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6月 25日，中原银行鹤壁分行举
办“感党恩跟党走我和祖国共成长”主
题演讲比赛。比赛展现了青年员工良

好的精神风貌，激发了分行员工责任
担当意识和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斗志。

6月 27日，中原银行鹤壁分行举
办“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党委书记讲
党课活动。活动对基层党组织、优秀
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了表
彰，增强全体党员干部的党性意识，凝
聚了发展力量。邓东波以《学习百年
党史加强党性锤炼以党建引领鹤壁分
行转型发展》为题，为全体党员干部带
去一堂鼓舞人心、振奋士气的党课，增
强了大家的责任意识、主人翁意识。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幸福是
奋斗出来的，奋斗的人生才是幸福的
人生。中原银行鹤壁分行通过开展党

建工作，在全行大力倡导和弘扬实干
精神、担当精神、奉献精神，形成奋发
进取、奋勇争先、奋力拼搏的良好风
貌，引领全体员工用实实在在的工作
去创造价值和体现作为，不断加强企
业文化建设，增强全体干部员工的成
就感、幸福感、自豪感、归属感。

新时代引领新征程，新战略激扬
新状态，新目标期待新作为。“下一步，
中原银行鹤壁分行将继续坚持党建引
领，担负起改革和发展的重任，凝聚起
拼搏和奋进的力量，以更加务实的作
风、更加勤勉的工作和更加优异的成
绩，奋力谱写分行高质量发展绚丽篇
章。”邓东波表示。

以高质量党建促业务转型发展
——中原银行鹤壁分行高质量党建工作掠影

□本报记者 逯彦萃

炎炎夏日，郑州市民孙璐家换上
了新空调，老柜机却成了新烦恼。“维
修太贵不划算，留在家里占地方，想丢
掉还要掏钱请人来搬。”孙璐说。

孙璐遇到的烦恼并非个案。近年
来，随着我省家电保有量的增加，家电
报废高峰来临。废旧家电如何处理，
成了不少家庭面临的小烦恼，也成了
绿色发展的新话题。

为了解决新问题，7月 8日，省发
展改革委发文，探索旧家电回收处理
体系建设试点，20个试点县区、企业
先行先试，探索旧家电变废为宝、循环
发展的新路子。

旧家电成了新烦恼

“前些年家里有了旧彩电、旧冰
箱，老家的亲戚抢着要，现在大家生活
都好了，新家电越来越便宜，没人再稀
罕这些旧物件。”孙璐直言，旧家电成
了甩不掉的烦恼。当前，不少90后喜
欢通过闲鱼、同城等网站转手旧家电，

但由于物流限制，只适合小家电，废旧
大家电成了累赘。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家电保有
量超过21亿台，废旧家电回收成了现
实问题。大约只有20%的废旧家电能
进入正规、符合环保要求的拆解、回收
渠道，剩下的多数进入二手渠道或卖
给回收废品的“游击队”，旧家电被暴
力拆解后，废液、废气、废渣给环境带
来负担，环保隐患非常突出。

国家发改委的测算数据显示，目
前我国正处于家电报废高峰期，每年
淘汰废旧家电超过 1亿台，巨大的体
量一方面给居民造成困扰，一方面也
带来环保隐患。

电器垃圾浑身是宝

普通人看到的是旧电器带来的压
力与烦恼，而在专业人士眼里，电子垃
圾其实全身是宝。

1.5 匹的空调内机里含有铜材大
概 2公斤，外机里含有铜材大概 4公
斤，1 吨电子板卡可以分离出 286 磅
铜、1磅黄金和 44磅锡……废旧家电

含有许多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等可供
回收的再生资源。

国内不少地方正在从垃圾中寻
宝，发展循环经济。比如在广东佛山、
浙江台州等地，从废旧电器中提取贵
重材料，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号称
中国“电子垃圾第一镇”的广东贵屿镇
拆解电子垃圾已成为当地的经济支
柱，形成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基地。

在业内人士看来，我国已有的技
术和工艺已完全可以把旧电器科学地
进行拆解和无害化处理。可以说，旧
电器变成再生资源不缺技术支撑，关
键需要形成与循环经济相适应的发展
路径与制度保障。

我省探索变废为宝

变废为宝，我省不少企业也在探
索。一些大型商场通过“家电以旧换
新”促进消费，也为旧家电找出路；京
东本地仓在销售新家电的同时，提供
旧家电收购服务。

为了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
系，日前，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厅、财政厅等 8部门联合发文
明确，确定洛阳市孟津区、南阳桐柏
县、三门峡灵宝市、鹤壁淇县等4个县
（市、区）和郑州市百川垃圾处理有限
公司等 16个企业为河南省废旧家电
回收处理体系建设试点。

即日起到2022年底，试点单位将
担负起“先行先试”的责任，探索废旧
家电“变宝”的新路径。各地发展改革
委将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服务，解决试
点中遇到的问题，对试点中探索形成
的有创新、有价值的经验做法，及时进
行复制推广。

我省人均资源匮乏，发展循环经
济既符合环保要求，同时也是产业转
型升级的方向。在环保部门看来，要
想打造良好的循环经济，除了鼓励行
业企业与地方政府积极探索试点，更
重要的是通过价值导向，提高市民参
与废旧电器规范化处理的积极性、主
动性，走出一条政府主导、企业参与、
全民共建的统一标准的回收体系，走
出 一 条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循 环 经 济 之
路。③7

□本报记者 李晓舒

“我们在灿烂阳光下，跟着共产
党建设大中国……”几天前的一个晚
上，河南农业大学大礼堂内红歌嘹
亮，农大教职工和学生为党的百年华
诞激情献唱。在最后一个童声合唱
节目中，第一排 C位的一个小男孩引
起了大家的注意——深咖色的皮肤、
坚挺的鼻梁、深邃的双眸，他用清晰
的汉语和全班同学一起唱响《在灿烂
阳光下》，博得台下阵阵掌声。他是
农大附属中学小学部三一班的巴基
斯坦籍学生，中文名字叫张瑞恩。

“我喜欢我的学校！”一见到记
者，张瑞恩就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主
动聊了起来，“在这儿我有很多朋友，
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踢球，我想一直
生活在这里。”

2017 年 9 月，张瑞恩和爸爸、妈
妈、弟弟一起来到河南。此前，这个

巴基斯坦家庭曾旅居美国、德国、法
国、瑞士、意大利、波兰等国家。4年
前，爸爸纳迪姆·塔希尔被河南农业
大学机电工程学院聘为全职教授，他
们便在郑州安了家。

张瑞恩和弟弟都在农大附属中
学小学部上学。为何没有选择让孩
子上国际学校？塔希尔教授说：“中
国文化根基深厚，孩子们在普通小学
能更好地学习汉语，学习传承几千年
的中华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

为了学好汉语，张瑞恩付出了巨
大的努力。遇到不会的字词，他就用
翻译软件一个一个翻译，再抄写下来
加深记忆。“现在他日常交流完全没
有问题，上课也积极发言，各科成绩
都能达到优秀。”张瑞恩的班主任李
昱儒说。

张瑞恩家里有一个蓝色的文件
夹，这是他们全家的骄傲，里面装满
了兄弟俩获得的各类奖状：三好学

生、全优作业、优秀课代表等。今年 6
月 1日，张瑞恩还被评为金水区自律
自强好少年。

刚到河南时，因为语言不通，他
们的生活有许多不便。“这里的人善
良有爱，总是主动帮助我们，让我们
从来没有感觉住得离家乡很远。”塔
希尔教授说，“现在我们全家都在努
力学习汉语，想更好地融入中国。因
为我们喜欢河南，我们爱中国！”

每到中国传统节日，张瑞恩的妈
妈会跟随学校教职工学包粽子、饺子
等中国传统美食，然后做给全家吃。
他们还学会了用筷子。“我最喜欢吃
面条，特别是郑州烩面，好吃！”张瑞
恩竖起了大拇指。

黄河边是他们一家最常去的地
方。“我们还去过少林寺、伏羲山等
地。现在，中国境内的新冠肺炎疫情
控制得很好，暑假我们准备去上海迪
士尼。”塔希尔教授说。

提到疫情，塔希尔教授激动地称
赞：“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现
令人惊叹。我和妻子两周前都打了
第二针新冠疫苗，感觉很好。现在，
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我认为
西方国家应该向中国学习如何控制
疫情。”

疫情防控期间，他们全家人录制
了抗疫视频，并向河南省慈善总会捐
赠了 6000 元，始终和中国人民站在
一起。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塔
希尔教授说，100年来，中国在全球赢
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同行者，这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不懈奋斗的成果，“我
祝愿中国越来越好。希
望中巴友谊像我的中文
名字——张铁塔一样，

‘铁哥们儿’般的友情永
远牢固不破。”③6

我省探索旧家电回收处理新路
20个县区、企业“尝鲜”

在河南生活4年，这个巴基斯坦家庭“宾至如归”——

“我们喜欢河南，我们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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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8 日，中国铁
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南阳工务段组织职
工对位于南召县伏牛
山中焦柳下行线无缝
线路钢轨的 4 个部位
进行焊接作业。作业
人员通过铲除钢瘤、打
磨整修、精细测量等有
序步骤对轨道整体精
修，确保线路设备质量
达标，全力保障暑运安
全。⑨4 张中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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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对标山西，结合实际，河
南各地在对医共体建设的定位、核心要
义，以及建设医共体的好处、达到什么
样的目的要求等，还需要进一步明晰认
识。怎样用好责、权、利一体，人、财、物
统一的合作模式？怎么深化县域医疗
卫生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整合
医疗卫生资源？怎么全面提升县域卫
生健康服务水平和供给效率，为人民群
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将成
为河南推进工作的重点。

从制上破
新发展格局下，对基层医

疗服务体系进行重构和升级

【山西怎么做】放眼全国，成立县
级医疗集团不算新鲜，但这个集团如
何运作，怎么彻底打破相互独立、各自
为政的旧格局，把“紧密型”落到实处，
其中大有讲头。

在山西省委政研室副主任胡海亮看
来，“一体化”是“山西模式”的精髓所在。
山西省推动县乡医疗机构一体化改革，
在县级医疗集团内，实行行政、人员、资
金、绩效、业务、药械一体化管理，从“块状
管理”变为“条状管理”，这是对基层医疗
服务体系的重构，也是社会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县级医疗集团自主权增加了，发
展活力也明显增强了，拿用人权来说，我
们原有硕士研究生3人，最近一年就新
招聘29人，大大提高了诊疗水平。”高平
市医疗集团党委书记李军感慨地说。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若石
认为，山西坚持问题导向，瞄准堵点发
力，把县域医改作为强基层、重民生的
重要抓手，通过医疗卫生一体化实现
了运行机制的重构，并且以试点改革
带动县域治理水平提升，这种大视野、
深谋划值得学习。山西抓住了县域医
改最核心的内容，这启示我们，要构筑
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包
括动力机制、激励机制、保障机制等，
明确政府、卫生健康等相关行政部门、
医共体的权责清单，真正实现“政事分
开、管办分离”。

【河南在行动】目前在河南，郸城、
郏县、巩义等一批县（市）医共体建设步
伐较快，但也有不少地方还停留在起步

阶段，名为“紧密”，实为“松散”。医共
体建设涉及体制机制转换和多方利益
调整，下一步河南将深入推进管理体制
改革，建立强有力的领导工作推进机
制，完善医共体内部运行机制、议事决
策制度和成员单位权责清单，从财政保
障、医保支付、人员调配、薪酬分配、资
源共享、服务价格、健康促进等方面推
动配套改革，从加强管理和统一标准等
方面，把“一体化”真正落到实处。

从治上立
固经验利长远，推动医

共体可持续发展

【山西怎么做】今年 1 月 1 日起，
《山西省保障和促进县域医疗卫生一
体化办法》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部关
于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
地方性法规。

胡海亮表示，其中许多条款都具
有创制性，如规定县级医疗集团及所
属医疗卫生机构实行“六统一”管理，
明确医保基金支付方式和结算管理制
度等方面的内容。

怎么通过这个《办法》，保障老百
姓在家门口看好病？胡海亮举例说，
《办法》规定，城市的三级医院要对口
帮扶县级医疗集团，县级医疗集团要
加强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工作，这就
保障了群众一方面及时享受到省级医
院医生的优质服务，另一方面回到乡
里享受到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

【河南在行动】我省先后制定实施
了《“健康中原 2030”规划纲要》等，建
立了比较完善的政策体系，加快推进以
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
变。通过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
医生开展健康教育，由“要我下”变为

“我要下”，持续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减
少疾病发生。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
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由 2015 年的
6.73%提高到 26.76%；人均预期寿命
由2015年的 75.6岁提高到77.7岁，一
些主要健康指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下一步河南将借鉴山西经验，巩固改革
成果，着眼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我省医共
体建设由“搭梁架柱”向“搞好精装修”
转变，努力取得更大改革突破。③7

一场新发展格局下的
民生难题破解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