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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件”变成了智能化设备

全省疾控体系日渐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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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省疾控中心党委书记 郭万申

1989 年，我进入河南省疾控中心工

作，一干就是 24年，此后经历多个岗位，

2019 年又回归，见证了省疾控中心的发

展。这10年，全省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日趋

完善，尤其是近3年，以健康中原行动为抓

手，各级疾控机构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逐步从“被动防守”转为“主动出击”。

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发力。近年来，

我省不断加强公共卫生机构人才队伍建

设，尤其是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累

计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1500余名。

实验室检测能力全面提升。自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省累计下拨资

金 6.84 亿元，分批支持 155 家省、市、县

疾控机构改扩建实验室，配备仪器设备，

持续巩固和提升疾控机构在实验室检测

工作中“一锤定音”的关键作用。充分发

挥 P3实验室平台优势，成功跻身全国新

冠病毒分离“第一梯队”，开展新冠病毒

疫苗临床试验并取得预期效果，为新冠

疫苗研制作出河南贡献。

重大传染病防控久久为功。我省

创新开展了肺结核按病种付费工作，实

现医保全覆盖；在全国率先开展精准溯

源试点和高校防艾基金项目；碘缺乏病达

到持续消除状态，基本没有新发大骨节病

病例；2019年 9月 21日，历史性实现全省

消除疟疾。我省免疫规划一类疫苗扩大

至 11苗防 12病；连续 30年保持无脊灰状

态，连续24年无白喉病例报告，麻疹平均

发病率由疫苗使用前的772/10万，下降到

不足 1/10万；手足口病、伤寒等肠道传染

病防控工作形成了“河南模式”，被国家卫

生健康委专题推广。

未来，我们将继续踔厉奋发，笃行不

怠，全面守护人民健康。③5

（本报记者 李晓敏 整理）

□本报记者 李倩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过去这十年，河南深入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交了一份令
人振奋的健康“成绩单”：卫生健康综
合能力全面提升，城乡居民健康水平
不断提高，更多群众看得上病、看得
好病、看得起病，健康中原建设足音
铿锵，大步前行。

构筑起坚强稳固的健康防线

一组数据见证着河南卫生健康
事业的发展变化：截至 2021年，全省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9岁，居民健康
素养水平达到 28.4%，均超越全国平
均水平；全省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
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分别降至
2.91‰、4.18‰、9.9/10 万，连续多年
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处于领跑
位次。

“两个超越”和“三个领跑”，彰显
了我省居民健康水平和健康保障水
平的显著提升。十年来，我省高度重
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一系列举措将
群众健康保障网络越织越密，构筑起
坚实的健康防线——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医
疗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健康资源供给
不断增加、健康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公立医院改革稳步推进、中医药服
务惠及千家万户、药品和耗材加成
全面取消、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全面
实施、药品价格持续降低……过去这
十年，群众就医负担明显减轻，就医
满意度不断提升。

健康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关键战役。经过不懈努力，我省如期
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保覆盖率、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率、贫困村卫生室和合
格村医覆盖率“三个 100%”目标，贫
困人口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县域内就
诊率“两个90%”目标，有效保障全省
162.1万名因病致贫人口全部脱贫。

加快由中医药大省向中医药强
省迈进。先后出台《河南省中医药发
展战略规划（2016—2030年）》《河南
省中医药条例》等，中医医疗服务网

络更加健全，中医药体系不断完善，
中医药在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彰显，尤
其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公
共卫生事件中的作用越发凸显。

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广大医务人员深入践行“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闻令而动、逆行出
征，公共卫生机构人才队伍不断充
实、能力持续提升。河南构筑起坚强
稳固的“中原防线”，在大战大考中展
现“硬核”力量。

健康中原行动全面推进。全面开
展“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和健康
促进“三进两建一帮扶”行动，近三年
来共计开展健康巡讲18.7万次，覆盖
1162万人次，“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
心”被中宣部表彰为“三下乡”活动示
范项目；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爱国
卫生“一科普六行动”经验全国推广，
省级以上卫生城市、县城、乡镇覆盖率
分别达到100%、95%、61%……

一项项成绩、一条条举措，见证
着过去这十年河南卫生健康事业的
蓬勃发展。我省谋篇布局，先后两次
召开全省卫生健康大会，为“十四五”
卫生健康事业开好局、起好步。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群众身边

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颅脑损伤
手术……以往这些在大医院才能做
的手术，如今在很多县级医院都能顺
利开展，这是我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
扩容下沉的缩影。

眼下，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在
我省 103个县（市）全面推开，并涌现
出一批以郸城、巩义、息县、郏县等为
代表的“排头兵”，县域内就诊率不断
提高，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实实在在
的医改红利。

“我省 60%~70%的优质医疗资
源集中在城市，要解决县域内居民的
医疗卫生问题，必须做强县级医院、做
活乡镇卫生院、做稳村卫生室，让群众
享受更高水准的诊疗服务。”省卫生健
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阚全程说。

朝着建设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体系的目标，我省以“四级中心”建

设为抓手，搭建健康中原的四梁八
柱——

创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我省已
有心血管、儿童、神经疾病等8个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有效带动了全省疑难
危重疾病诊疗水平提升；建设省级医
学中心，全省范围内已设置15个省医
学中心，有力引领全省医学技术发
展；建设省区域医疗中心，60个省区
域医疗中心已布局到位；建设县域医
疗中心，105个县（市）人民医院已全
部通过“二级甲等”医院评审……

随着全面推动医疗资源合理布局
“落子定盘”，到2025年，我省将建成以
“四级医疗中心为骨干，高水平市级和
县级医院为支点，城市医疗集团和紧密
型县域医共体为载体”的高水平公立医
院网络，省域患者外转率控制在5%以
内，县域就诊率达90%以上，真正实现
疑难重症不出省、大病不出县。

全力托起“一老一小”幸福明天

固根基、扬优势，更要补短板、强
弱项。

随着三孩生育政策的放开和人
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一老一小”服
务能力不足问题逐渐凸显。

迈入“十四五”，我省将下大力气
补齐医疗卫生人才短板，托起“一老
一小”的幸福明天。

实施一系列人才工程，到“十四
五”末，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
师数、注册护士数、药师（士）数指标
要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培育一批
国内顶尖医学领军人才和杰出青年
医学人才，以及中医药领军人才和高
端创新团队……

经过五年努力，全省所有城市社
区托育服务覆盖率达90%，每千人口
拥有 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 4.5个以
上，二级以上公立综合性医院设置老年
医学科占比60%以上，建成不少于500
个老年友好型社区，河南兜牢“一老一
小”民生底线，让社区、农村更有温度。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健康
中原建设凝聚着人民群众无限期待，
将以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为现
代化河南建设筑牢健康之基。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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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医院协会副会长、河南省
儿童医院院长 周崇臣

河南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坚持把人民

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部署

政策举措，强化制度保障，提速提质推

进健康中原建设。

实现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是关键。近年来，我省把推进优质医

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作为深

化医改的重要任务之一。为破解救

治疑难重症能力不足、优质医疗资源

总量短缺、基层医疗机构能力不强等

难题，河南提出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为龙头、省级医学中心为引领、省级

区域医疗中心为支撑、县域医疗中心

为基础的“四级中心”体系建设，扎实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改革，河南的整体

医疗服务水平大幅提升，给群众就医

带来很大便利。

拿河南省儿童医院来讲，2016 年

年底，我省启动创建 6 个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郑州儿童医院成为河南省创

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主体单位，

与北京儿童医院合作共建北京儿童

医院郑州医院，通过省市、省（市）院、

市校“三个共建”，实现了平台、技术、

科研、人才、教学、管理核心内涵的

“六大提升”，基本实现儿童大病不出

省的目标。

河南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成效显著，成为“全国标杆”。今年

7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医改工

作进展成效，河南国家儿童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成效再获肯定。数据显示，

北京儿童医院郑州医院投运后，河南

省 2021 年前往北京儿童医院本部的

门诊、住院患儿分别比 2016 年减少了

6.77 万人次和 2361 人次，降幅分别达

到了 51.7%和 47.48%。

河南是人口大省，有 2000

多万名儿童，随着更多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越来越多

的大病患儿将在家门口

看上病、看好病。③9

（本报记者 李倩 整理）

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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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县龙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任 李海涛

2010 年，我从县直医疗单位被调去

基层卫生院工作。当时医改刚起步，我

心里也有些忐忑。党的十八大提出合

理配置医疗资源，构建分级诊疗服务体

系的要求，让我感觉基层医疗机构的春

天就要来了。

这十年来，从乡镇卫生院到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我经历了基层医疗机构的

种种变化：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乡村

一体化管理、紧密型医共体改革等。印

象最深刻的是两方面，一是医疗条件越

来越好，二是老百姓信任度越来越高。

10年前，我们基层医疗单位的医生看

病，主要的设备是“老三件”——听诊器、血

压计、体温计，老百姓来看病常常是以开药

为主，做检查一般都去县级医院。

现在，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仅

有 彩 超仪、心电图机等常规的医疗设

备，还有全自动生化检测仪、DR、CT 等

设备，网络远程会诊、远程心电影像诊

断、智慧签约服务平台等信息化手段我

们也已熟练运用，老百姓的常见病、多发

病在我们这儿都能轻松解决，大病、疑难

杂症也能通过逐级转诊得到及时治疗。

现在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

人次不断增多，综合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已经发展成为兼具预防、保健、健康教育、

医疗和康复等多功能的卫生服务机构。

2019 年，郏县被确定为全国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县后，县级医院从

人才、设备等方面给予我们帮扶，我们

的发展更加突飞猛进。

如果在十年前说“分级诊疗”，那只

是一种愿景和目标，现在，我可以自豪

地说，在我们这儿，分级诊疗的雏形已

经初步显现。③5

（本报记者 李晓敏 整理）

▼郑州市郑东新区全民健身活动
中心，学生们在参与体育锻炼。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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