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域医共体改革新亮点（上）

省委工作会议提出，要

全面深化民生领域改革，推

动医疗医药医保医养医改

“五医联动”。目前，全省105

个县（市）已全部组建县域医

共体。这一场对基层医疗服

务能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对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有哪些举措？又将在群众

就医方面带来哪些改变？

核心提示

□本报记者 吴烨 李倩
本报通讯员 白鹏 实习生 刘林曦

对巩义市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主
任孟鲲鹏来说，9月 15日是一个特殊
的日子。这一天，他由一位巩义市人
民医院坐诊近 20年的门诊大夫，“变
身”为芝田卫生院的住院部主任，将与
医生、护理人员一起长期扎根在基层
卫生院。

芝田卫生院曾是一家全年收入不
足10万元的乡镇卫生院，员工一度发
不下来工资。加入巩义市县域医共体

后，该院将被改建成全省少有的公立
性质的乡镇精神卫生专科医院。这只
是巩义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的一个
缩影。一场提升基层医疗服务与效能
的改革试验正在巩义展开。

制度上怎么破？
“一把手”推动医疗资源
集约配置

自动化传输链上的血液标本经过
扫描、分拣，被传输到检验后台，工作
人员实时上传检验结果。回郭镇卫生
院每个月约有120人次的检验结果从
这里传回……

数据显示：2020 年，巩义市县域
内就诊率达 97.52%，基层医疗机构就
诊率达68.25%。

县域外转诊患者减少，基层就诊人
数增多，“一减一增”背后，是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巩义模式”取得的实在成效。

高效精准的医疗管理需要“一把
手”推动。巩义把医共体建设作为“一
把手工程”，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担
任双组长的紧密型医共体建设领导小
组，在县域内全力推进。

2019年年底，巩义市总医院成立，
整合建立由巩义市人民医院、市公立
中医院、市妇幼保健中心，4个街道卫
生服务中心、17家镇卫生院和 310个

村卫生室组成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为了让医疗资源得到集约集优配

置，医共体实行行政、业务、人员、财
务、药械、绩效、信息化的“七统一”管
理。“‘巩义模式’打破了以往县乡村医
疗机构各自为政、相互独立的旧格局，
完成了对基层医疗服务的重构升级。”
省卫健委体改处相关负责人说。

技术上怎么办？
分级诊疗让基层卫生院
提质升级

在“7·20”暴雨中受损严重的米
河卫生院，最近新增添了彩超、DR等
诊疗设备，门诊人数也恢复到灾前水
平。“一场雨，见证了医共体大家庭的
温暖。”米河卫生院院长张遂升说。

巩义市总医院副院长郜炎辉回
忆：“暴雨来袭时，医共体成员单位成
立党员志愿先锋队，每天出动 200多
人次去米河卫生院帮助清淤，仅用 6
天时间就清理出上万立方米淤泥。”

“市总医院龙头带动，乡镇卫生院
各有特色，‘巩义模式’就是不同层级
的医院明确定位、错位发展，最终形成
县域内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
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巩义
市卫健委主任李争妍说。

上联北京301医院、郑大一附院、

省人民医院等大医院，提高医院自身
能力；下带乡镇医院、村卫生室，一科
帮一院，科室主任担任业务院长，骨干
医生长期驻扎。一系列技术帮扶精准
赋能各级医疗机构，全面带动医疗服
务水平提升。2021年上半年，巩义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门急诊人次同比增长
12.37%，出院人次同比增长40.19%。

观念上怎么转？
乡村医生的“老三样”变了

从看病的“老三样”听诊器、血压
计、体温计，到如今的心电图机、血糖
仪、隧道式血压仪，在孝义街道龙尾村
卫生室，56岁的村医白由双感叹自己

“赶了回时髦”。
村民测量的血压数据实时上传，

登录市总医院慢病中心的远程血压管
理平台，轻轻一点就能查阅到每个人
的血压档案。

“以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管理为
抓手，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载体，以

‘互联网+医疗健康’为平台，‘一人一
档’将为群众健康护航。”巩义市总医
院党委书记、院长乔来军说，目前巩义
已为 59万名居民、8.2 万名慢病患者
建立了健康档案数据库，推动医疗服
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服务为中
心转变。③8

分级诊疗，基层卫生院何以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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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 26日电 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
书阿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
版发行。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论述坚持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稿 85篇。
该书阿文版和此前出版的英文、法文、
日文、俄文版，对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理解习
近平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我国的外
交方针政策等，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阿文版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宋敏）9月 26日，河
南又有两个高速项目建成通车：郑西
高速公路栾川至双龙段、三门峡黄河
公铁两用桥公路南引桥及南引线项
目，共计约 51公里。目前，我省高速
公路通车里程达7191公里。

郑西高速公路栾双段全长48.4公
里，桥隧比高达70%，平均海拔750米
以上。其中控制性工程老界岭特长隧
道全长 9183米，跨越长江、黄河两大
水系，是我省已建成的最长公路隧道。

郑西高速公路栾双段是已通车尧
栾段的延伸，项目建成通车后，栾川至
西峡行车时间可缩短40分钟，将进一
步形成豫西南城市群环状高速通道，
助力沿线旅游及矿产资源开发，促进
伏牛山区旅游业快速发展。

在位于西峡县北部、老界岭山脚下
的太平镇，民宿和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不少商家刚刚完成升级改造。该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芦其欢说：“旅游和
山茱萸是我们镇的特色产业，高速通车，

游客会越来越多，山茱萸销路将会更广，
相信老百姓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

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公路南引桥
及南引线，起自公铁合建段南岸公铁分
离处，终点与209国道交叉，主线全长
2.2公里，6次上跨连霍高速、5次下穿蒙
华铁路，设置互通立交，点位密集、线路
交叉频繁，15条匝道累计长达8公里。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东邻浩吉铁
路，南接 209国道，北承侯平高速，中
联连霍高速，将形成我省沟通黄河南

北两岸运城至三门峡的一条重要省际
通道，对充分发挥黄河两岸及沿线旅
游资源优势，加快豫、晋、陕“黄河金三
角”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通车的两个项目，有助于完
善区域路网结构、拉动沿线经济增长，
变交通‘流量’为旅游‘留量’。”省交通
运输厅副厅长宋华东说。据悉，今年
年内，我省还有新晋高速平原段项目、
二广高速洛阳城区段改扩建 29公里
项目建成通车。③8

河南两个高河南两个高速项目建成通车速项目建成通车

我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7191公里

9月26日上午，尧栾西高速栾川至双龙段通车。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访贤 摄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陈晨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蒋晓芳）“市纪委监委帮扶
队来到我们村以后，积极发动党员群
众进行生产自救，并协调有关部门争
取资金，帮助指导村民灾后重建。目
前，全村用水用电已得到基本保障。”9
月 26日，鹤壁市浚县新镇镇彭村党支
部书记赵和平告诉记者。

据悉，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为把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落实到灾
后恢复重建的具体行动中，鹤壁市将
受灾群众帮扶救助、灾后重建、恢复生
产、民生保障等工作纳入办实事清单，
加强教育、市政、交通、能源、通信、公
共服务、城乡住房、农田水利等领域恢
复重建工作，并挑选 103个市直单位
对浚县受灾严重的 103个村开展结对
帮扶活动，坚决防止因灾致贫返贫，全
力以赴打好灾后重建攻坚战。

与此同时，鹤壁市把党史学习教
育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深度融合、统
筹推进，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
组织8个指导服务组、2000多名干部，
帮助受灾企业复工复产、困难企业渡
过难关、优势企业扩大生产，切实把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为民办实事、
解难事的实际行动。

“对受灾严重的企业我们全力开展
灾后重建一对一‘上门送政策送服务’活
动，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确保了
政策能够让企业应享尽享。目前，全市
金融机构发放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
建贷款 42.4亿元、保险理赔 9048.7万
元。”鹤壁市工信局局长李书新介绍。

此外，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中，鹤壁市坚持在群众“急难
愁盼”上再聚焦、在推进办实事力度上
再加大、在建立长效机制上再深化，以

“情暖百姓·听民意、察民情、解民忧、
惠民生、聚民心”行动为抓手，开展“大
走访、大座谈、大问卷”活动，畅通与群
众交流互动渠道。明确要求每名市级
领导干部联系1个乡镇（街道）、指导1
个村（社区），市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县区党政正职各领办一个重点项目，
每季度到所联系单位至少1次，解决1
至 2件瓶颈问题，推动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问题的解决。

截至目前，鹤壁市已争取上级防
汛救灾资金9.1亿元并及时拨付，全市
办实事 30216件、解决问题 15667项，
走访群众117268人次，重新确定县级
以上领导干部重点项目860个。③6

聚焦“急难愁盼”倾力灾后重建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 郝瑞铃

“专精特新”迎来政策风口，甚至
被提升至国家层面。北交所设立，资
本市场的舞台也已为“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搭好。

“专精特新”如此受关注，河南省
的“专精特新”小巨人有多少，核心竞
争力如何？

入选“专精特新”意味着什么？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信息称，目
前我国已经培育了三批“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带动各地培育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4万多家，入库培育的企
业已有11万多家。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长期深耕细
分领域，专业化程度高、创新能力强，
平均研发经费占营收比重超过7%，平
均拥有有效专利超过50项，是当之无
愧的“隐形冠军”。

今年 7月刚被认定为国家第三批
“专精特新”小巨人的河南银金达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品牌中心主任周
宏涛坦言，成为“专精特新”小巨人带
给公司最直接的帮助，就是让他们受

到了更多资本的关注。9月 15日，清
控金信资本正式增资入股银金达。

周宏涛说：“获批‘专精特新’带我
们走向更大的资本舞台，我们准备抓住
这一契机登陆科创板。其次，对我们产
品市场影响力的提升也有巨大意义。”

河南省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杨梦洁认为，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入
选“专精特新”企业库，能够在技术创
新、市场开拓、管理提升、融资服务等
方面获得支持。

孵化更多“专精特新”任重道远

目前全国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共有 4759 家。河南省以 207
家的成绩与四川省并列第11名，比第
1名浙江省少 263家。重点城市的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拥有量
中，郑州排名第10，共有63家。

“河南省在生物工程、智能制造等
领域是有孵化‘专精特新’企业优势
的，例如安图生物、许继电气等企业目
前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称得上行业头
部。”河南省嵩山智库秘书长、河南省
高质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中武说。

记者注意到，在省内拥有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地市中，郑
州以63家排名第 1，新乡有 36家排名
第 2，许昌有 19家排名第 3。洛阳、焦
作、安阳位列其后，分别有14家、11家
和10家。

总体来说，无论是郑州还是整个
河南，在孵化更多的“专精特新”小巨
人上都任重道远。

可供孵化后备企业资源丰富

不过，省内可供孵化的后备企业
资源比较丰富。

5月 13日，省工信厅发布公示，郑
州深澜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河南航天
液压气动技术有限公司等928家企业
被认定为河南省 2021 年度“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

此外，记者从省工信厅中小企业
服务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省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共有1028家。
我省正加力培育“专精特新”小巨

人。到 2025 年，我省计划每年认定
1000家左右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从中择优推荐参评国家“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加快培育一批专注于
细分市场、聚焦主业、创新能力强、成

长性好的“专精特新”企业，助力实体
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大做强。

新兴产业可圈可点，河
南有后发优势

业界人士分析，我省在装备制造
等主导产业和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上拥
有一批可圈可点、具备独门绝技的中
小企业，有望进一步培育成长为“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
《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推动中部高质量发展。而
河南省要展现更大的作为，挺起“河南
制造”的硬脊梁。

陈中武表示，我省在此方面有后
发优势，可以在三个方面发力。首先
要认识到我们现在行动不算晚，政府、
高校、企业都在发力，招才引智，无论
是成立省实验室，还是争建“双一流”
高校，都在从研发源头提质增效。其
次，目前我省的财政资金扶持力度是
前所未有的。此外，北交所和科创板
开始在我省落地做培训、建基地，我省
拥有亿级人口市场，这都是极大的后
发优势。③6

河南“专精特新”小巨人知多少

文创产品如何“吸睛”消费者

本报讯（记者 孙勇 马愿）9月 26
日早7时，一场行云流水般的太极拳展
演在贵州铜仁市美丽的锦江之滨举行，
300多名太极弟子现场表演了太极拳、
太极剑、太极扇等功夫套路，为2021年
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和第十
六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以下简称

“旅游两会”）的召开进行暖场预热。当
晚7时，“旅游两会”宣布正式开幕。

本次“旅游两会”以“强产业融合
促旅游提质”为主题，将举办文旅产业
招商大会、旅游产品考察调研、世界名
山（梵净山）对话等活动，还结合铜仁
得天独厚的自然文化资源禀赋，举办

徒步活动、太极拳（剑）展示、梵净山马
拉松赛等独具特色体育赛事活动。

“我们将持续在‘山地旅游+’上下
足功夫，推动旅游同农业、工业、服务
业深度融合，把贵州山地旅游这张名
片越擦越亮，欢迎‘老家河南’的朋友
到‘多彩贵州’游玩。”铜仁市文体广电
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陈东表示。

河南凤凰网旅游公司总经理朱璇
认为，河南的山地资源也很丰富，推进
文旅文创融合，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
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打造
特色山地旅游品牌也将成为我省文旅
发展的重要支撑。③9

2021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和第十六
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开幕

“多彩贵州”@“老家河南”

（上接第一版）加大科研投入，科学挥舞

“指挥棒”，千方百计地调动科研人员的

积极性，自主创新才能“百花齐放”，科

研成果方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我省大力推动“双一流”建设，不

断完善高校治理体系和管理机制，坚

持去行政化、回归科研本位，完善人

才、教学、科研等评价激励机制等，就

是为了树立一切为了科研、一切为了

创新的导向，鼓励科研人员专心致志

搞科研、沉在一线抓教学。把论文写

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把科研成果

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上，河南一定能

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体系力量方面大

有作为，一个蓬勃向上的国家创新高

地一定能在中原大地加速隆起。3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
城。”走进深圳文博会河南馆，只见雍
容华贵的牡丹变身为牡丹花茶、牡丹
画以及牡丹瓷项链、耳饰、戒指等多样
角色，吸引络绎不绝的观众慷慨解囊。

“一边泡茶一边欣赏它的慢慢绽
放，这种感觉真的很唯美耶。”9月 25
日，深圳的刘小姐现场看到玻璃茶碗
中牡丹花盛开的美丽模样后，毫不犹
豫下单购买了数盒。

观众的热情让参展商“一朵牡丹
全花茶”负责人王茜既惊喜又意外。
她介绍：“茶碗中盛放的牡丹花得益于
古法非遗烘干工艺，完整地保留了花
瓣、花蕊、花粉，满足人们随时欣赏牡
丹花开的文化需求，也希望有更多的
人能通过牡丹花茶文化了解博大精深
的河洛文化、中原文化。”

而河南馆销售最火爆的莫过于河
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文博会开幕
以来每天都有许多铁杆粉丝寻上门来
购买。当日，深圳市天地文化创意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天星专程开车一个
多小时跑到文博会，他慨叹：“终于等
到你！这次可算是抢到手了！”

豫博文创“考古盲盒”自去年推出
以来火爆全网，仅 8 个月就创下了
3000 万元的销售佳绩。“今年我们又
相继打造了考古盲盒升级版——文物
修复系列、传拓系列，它们一起被称为

‘考古盲盒三剑客’。”河南博物院文创

办主任宋华说。
究竟怎样的文创产品才能得到消

费者的青睐？在本届深圳文博会上，
还有很多生动的案例，它们或精美独
特，或内外兼修。

《共产党宣言》手账本、“伟大的开
端”系列T恤、“争做社会主义搬砖人”
小红砖冰激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亮相上海展团的“一大
文创”展区人气旺盛。

“这次我们选择让文创产品来讲
述一大会址背后的故事。”中共一大会
址纪念馆副馆长阮竣说，比如党章字
帖，当你完成后就相当于拥有了一本
自己手抄的党章，这款产品推出不到3
个月便出售了将近5万套。

而“小红砖”冰激凌的灵感来源于
中共一大会址建筑所使用的红砖，一
比一尺寸还原。让大家在享受舌尖上
美味的同时，还了解到上海的石库门
建筑所用的红砖和普通的大砖头不一
样，就是像冰激凌这样小小的一块
砖。“这也是敲开年轻人心灵的‘一块
砖’，通过有趣的文创产品吸引他们了
解中共一大的故事。它不仅是生活潮
品，更是生动的党史课件。”阮竣说。

“河南在大力传播中原文化‘走出
去’的同时，也要重视向外省取经‘请
进来’。”宋华认为，做文创应紧跟时
代步伐，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在注重
美感的同时提升商品的整体品质，才
能让消费者得到持续的感动，产生情
感的共鸣。③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