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合奎清醒地知道，要想

更好地为群众看病治病，就必

须更新和增添医疗设备、改善

就医条件和就医环境、引进医

疗人才。在当地政府的支持

下，他争取国债建设资金100

万元，并自筹资金510万元，

于2012年暂时将卫生院迁到

别处租房办公，在卫生院原址

上重建一个高标准的新医

院。2015年 11月，一个建筑

面积4000平方米的新门诊综

合大楼展现在人们面前。他

还通过政府招聘的形式，为医

院引进了8名医科院校毕业的

大学生，给卫生院输入了新鲜

血液。

经过5年的发展，安乐镇

卫生院临床科室有内科、外科、

儿科、妇产科、口腔科、预防保

健科、急诊科、康复医学科、中

医科；医疗设备有500maDRX

光机1台、彩超1台、多功能显

微镜2台、多功能手术床2台、

麻醉机2台、呼吸机1台、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1台、全自动血

球分析仪1台、全自动血流变1

台、利普刀1台、前列腺治疗仪

1台及牙科综合治疗椅2台。

安乐镇卫生院现有在职在

编人员40人、临时工13人，拥

有住院病房 13 间、床位 37

张。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29

人，中级职称9人，护士9人。

内科开展有临床常见病、

多发病诊疗的工作，对常见

病、脑出血、脑梗塞、消化道大

出血等抢救治疗具有较高的

技术水平；外科开展的手术项

目包括阑尾炎、疝气手术摘

除，颈部肿块、甲状腺瘤手术，

胆囊切除、胆总管切除手术，

四肢骨折、关节损伤手术等常

见手术治疗项目；妇产科开展

有盆腔脓肿手术、子宫全切

术、卵巢肿瘤手术、子宫脱垂

手术、外阴肿物切除术和各种

计划生育手术、宫外孕手术、

剖宫产手术等；激光、微波治

疗各种妇科疾病，还能进行无

痛人流手术等。

安乐镇新村农民王留顺

说，过去群众看病，大多要跑到

市里大医院，不仅路途远，而且

花钱多。如今的镇卫生院，科

室门类齐全，设备先进，医生护

士态度和蔼，同样是进行彩超

和x光等检查，费用普遍比市

里大医院便宜20%左右，现在

村民们看病首先想到的就是镇

卫生院，就连周边务工的流动

人口也纷纷来卫生院就诊。

在家待岗6年，如今已成

为卫生院骨干、每月能领到

4500余元工资的护士雷志改

感慨地说：“现在的卫生院不仅

宽敞、整洁、医疗设施齐全，而

且风清气正，人人都在为争创

一流卫生院而努力工作，这都

要归功于上级领导为俺们选定

的领头雁马院长！”

在成绩面前，马合奎并没

有满足、没有骄傲，而是提出了

下一个奋斗目标，那就是：“科

技兴院、人才强院，倾力打造群

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沛洁）1

月11日下午，在位于叶县农业局的农村集

体经济“三资”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汪师芳正

在抽查上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村级账目。“还

剩几个村子的账没有报齐，我得再催讨一

下。”她说。

汪师芳是叶县农业局农经站站长，农村

集体经济“三资”管理办公室是由叶县纪委

牵头，与县农业局农经站合署组成的单位，

专门负责对农村的资产、资源和资金（“三

资”）的支配使用进行统一监管。

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如何管理，资金如

何支配使用，一直是农民关注的热点，也是

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然而由于

种种原因，村级“三资”运作不规范，村集体

开支随意性大，容易滋生腐败，不但严重影

响了干群关系，还易导致党员干部“落水”。

按照上级指示精神，本着把农村集体管

理工作作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

入的大事，叶县下发了配套的管理办法，由

纪委牵头与该县农业局农经办联合组建了

农村集体经济“三资”管理办公室，强力推动

对农村“三资”的监管工作。

在该管理办公室的墙壁上，悬挂着各项

工作制度。按照制度，叶县在各个乡（镇、街

道）成立了“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村里

设立报账员，每个月对村内“三资”支配情况

进行报账，报账不规范，乡（镇、街道）不予报

账，这些账目，还要在各村的村务公开栏内

公示。县“三资”管理办安装了管理软件，乡

（镇、街道）报上来的账目，统一被录入到这

一软件内，接受统一监管。

汪师芳介绍，按照工作流程，每季度，他

们就会对这些“三资”账目进行抽查，每过一

段时间，要到各村子就“三资”情况进行调

研，每年还要对报账员进行培训。目前，他

们已经完成了对全县各村的集体资产的清

资核算，根据资产核算情况，建立了台账，切

实做到账目清、底子明。如今，他们已经核

查资金1508.2万元，代理农村集体资产2亿

多元，资源100.5万亩。

澄清了底子，形成了工作机制，实施了

电算化监管，这也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的民主

监管。汪师芳告诉记者，村“三资”的支配与

使用都已经做到了有经手人签字，村民监督

委员会审核盖章，经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

签字。重大项目的支出，有村民代表会议讨

论通过的会议纪要附件。目前，叶县各村已

经实现了零吃喝招待经费，村村都及时公开

“三资”明细。近年来，该县没有发生一起村

干部贪污集体财产的案件，形成了村子集体

经济健康发展的苗头。

叶县的这一做法，在促进农村集体经济

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得到了上级的肯定。1月

9日，在农业部认定的第三批全国农村集体

“三资”管理示范县的名单中，叶县名列其中。

1月15日，温县北冷乡许北张村一名儿童在灯笼作坊内玩耍。春节临近，吉祥喜庆的大红灯笼日益走俏，许北张村灯笼

作坊一派红火，村民们加紧赶制订单灯笼，灯笼作坊内外洋溢着浓浓的年味。 徐宏星摄

本报讯 （记者董伦峰 通讯员

马承恩 张平森）“我刚回乡创业时，

因为缺乏技术而陷入困境，多亏有

党委政府的对口帮扶。”1月16日，

尉氏县大马乡陈石村生态示范基地

创办人刘建民告诉记者，去年他回

乡创业时种植西瓜，因为缺乏技术

等原因导致亏损。经过技术培训，

如今大棚里的红椒挂满枝，西瓜苗

铺满地，相信春节后会有好收成。

如今，在尉氏县大马乡,农民工

返乡创业成为脱贫攻坚的新趋势,

“归雁经济”为脱贫致富注入了新的

活力。为了让“归雁经济”走得更远、

更顺畅，大马乡结合实际，对返乡创

业人员在土地使用、税收、用人用工

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对他们的孩子

上学、房屋租用等问题提供后勤保

障；对返乡创业人员根据创业规模、

创业项目给予适当经费支持；根据创

业者的项目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技

能培训，并根据创业项目所需，实行

一对一的“零距离”对口帮扶。

据统计，目前，该乡农民工返乡

创业者达62人，带动300多户贫困

户实现精准脱贫。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

赵迎春）记者近日从卢氏县商务局

了解到，已有13家预上市企业到该

县注册登记，其中股份制企业5家，

有限责任公司8家，注册资金总额达

4.7亿元。

2016年以来，卢氏县以脱贫攻

坚统揽全县工作大局，紧紧抓住证

监会支持贫困地区企业挂牌上市一

系列政策机会，实施开放带动战略，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组成专业队伍，

全程服务，效果明显。

该县商务、财政、农牧、旅游、金

融、税务、工商质监等部门协同配

合，全力以赴做好预上市企业的宣

传引导、高效服务，对接商洽、选址

备案、注册登记等企业入驻的跟踪

服务，为企业排忧解难，一办到底。

同时，积极主动为企业搞好“保姆

式”服务，全方位跟踪服务企业手续

办理。

从完成第一家注册资本总投入

1亿元的河南东方美尚装饰股份有

限公司的注册、颁照工作开始至今，

80天时间先后完成了13家预上市

重点企业的注册登记和颁照工作，

总注册资金4.7亿元，平均每天完成

注册资金58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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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

积极扶持企业挂牌上市

尉氏县大马乡

“归雁经济”成为脱贫新引擎

严格村级“三资”监督管理叶县

成为第三批全国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示范县

春节近 灯笼俏温县

勇于担当、锐意进取的领头雁
——记洛阳市洛龙区安乐镇卫生院院长马合奎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文/图

争创一流乡镇卫生院33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王少刚）1月

13日晚，2017年陕州地坑院主题文化灯会点灯

仪式在三门峡市陕州区张汴乡北营村地坑院景

区举行。

据悉，2017年陕州灯会布展总面积为1150

亩，按照“两园一山一主题”，即地坑院景区、甘

棠公园和地坑院文化为主题精心打造。151组

灯组分布在陕州地坑院景区、甘棠公园两个展

区和高阳山景区及城市道路两侧。其中，地坑

院景区布设78组，分为吉庆陕州、送福陕州、寻

梦陕州、不夜陕州、文化陕州五个版块，亮点灯

组有“五谷丰登”、“吉庆灯笼”、“分陕石”、“秦腔

脸谱”等，主要展现陕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民俗

文化；甘棠公园布设30组，分为新年迎宾区、上

善若水区、大美陕州区、儿童乐园区四个区域，

亮点灯组有“鸡年大吉”、“百子闹春”、“万国花

篮”等，主要以喜庆、欢乐、现代为主题，充分打

造充满浓浓年味的喜庆氛围。另外43组分别

布设在高阳山景区天梯、思乡阁及城区陕塬路、

高阳路、陕州大道及东方广场。同时，灯会两园

之间由沿街单位、村庄进行亮化提升，悬挂

LOGO灯笼，形成“百里陕州披彩霞”的壮观景

象。

据悉，本次灯会将一直持续至2月28日结束。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

者李振阳 通讯员晏乾坤）日前，记

者从河南省政府网获悉，近日，黄国

故城文物保护规划立项经国家文物

局正式批复并予以公布。

潢川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古

称黄国，是中华黄姓的发源地，战

国春申君黄歇故里。黄国故城位

于该县城西约6公里的隆古乡，城

址位于淮河南岸，小潢河之西。据

介绍，如今的黄国遗址呈长方形，

东西长1500多米，南北长1800多

米，周长共6720米，面积2.82平方

公里，是我省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

春秋时期诸侯国都城。2006年 5

月 25日，黄国故城被国务院批准

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近年来，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

大潮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医务工

作者，涌现出一个个锐意进取的医

院领头雁，他们默默无闻地工作在

自己领域里，勇于担当、甘于奉献，

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令人瞩目

的辉煌业绩。

洛阳市洛龙区安乐镇卫生院

院长马合奎就是这其中的佼佼者。

10多年来，他始终牢记党的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满腔热

情地为病人服务，为患者排忧解

难，以实际行动忠实地实践着“两

学一作”重要思想，把乡镇卫生院

建设当作自己的毕生事业来追求，

赢得了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广大医

务工作者的信任和患者的尊敬。

他多次被洛龙区委、区政府评为先

进工作者，2012年度被洛阳市卫生

局评为首批优秀卫生院院长。

马合奎，给安乐人带来了安

康、快乐。

今年51岁的马合奎，1986年6月毕业于山

西省忻州卫生学校中医专业，1992年毕业于山

西中医学院。1995年，他受聘来到洛阳第一中

医院担任脑病科大夫，很快就以精湛的医术、高

尚的医德赢得了患者的认可和称赞。他研究的

治疗脑萎缩、老年痴呆的中医药疗法，获得

1996年国际中医药“重大发明奖”和国际中医

药“杰出贡献奖”，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从大山中走出的马合奎非常了解农村、了

解农民。因为在普通的农村家庭，还有一些农

民没有摆脱贫困，“小病不去医，大病没钱医”

的现象仍十分严重。从参加工作之日起，他就

暗下决心：一定要当一名好医生，既要给农民

治病，又要尽可能地让他们少花钱。因而，每

次诊治，他都根据患者家庭的实际情况设计最

佳的治疗方案，能够通过口服药治愈的，绝不

让患者打挂针；能够在门诊治愈的，绝不要求

患者住院治疗，尽可能减少患者的痛苦和负

担。遇到有些患者一时无钱拿药，他时常自己

掏钱垫上。有些治愈的患者，为了感谢他，经

常会悄悄地塞给他几百元的红包，他不仅不

收，还耐心地说服病人要把钱用在治病上。

多年来，他刻苦学习各种业务知识，虚心

向老医生、老专家学习，把理论知识和具体操

作结合起来，严格恪守医务工作者职业道德，

通过自己精湛的医术为无数患者解除了病痛。

2006年，他通过竞聘上岗，担任了洛阳市

洛龙区白马寺镇卫生院院长。仅仅5年时间，

他就让这个面临倒闭的卫生院奇迹般地起死回

生，而且使卫生院的经济收入增长了20多倍。

安乐镇卫生院的前身是洛阳市肿瘤医院，

软、硬件设施十分落后，群众就医环境差，科室

布局不合理，自1995年到2011年几乎处于半

瘫痪中。由于工资经常不能按时足额发放，造

成职工思想混乱、上访不断，十几年里换过十几

任院长，濒临倒闭。1983年就在该院工作的张

爱武就曾经在家待了十几年，一分钱的收入也

没有。为了养家糊口，她和许多待岗的医务及

其他工作人员一样，不得不外出打工度日。

在这关键时刻，时任洛龙区卫生局局长的

张红军找到刚刚将白马寺镇卫生院引上正轨

的马合奎，对他说：“老马，这回我要交给你一

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让你去担任即将筹建和

改制的安乐镇卫生院院长，因为你是共产党

员，一定要有所担当，并且我相信你一定能完

成局党委交给你的光荣任务。”

深思熟虑后，马合奎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艰

巨，并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2011年9月9日，他正式上任。

上任伊始，他便通知在家待岗的所有人员

上班，并深入到各个科室，与他们进行亲切交

谈，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愿景，提出了“管理

就是服务”这一新理念，并提出了“转变服务观

念，一切为了群众健康服务”的口号。他重新

组建了各业务及职能科室，相继开展了提高服

务、降低药费、改善环境等工作。仅仅一年时

间，马合奎就将昔日一团散沙的职工队伍凝聚

成了一支讲奉献、讲医德、讲团结、守纪律的钢

铁团队，很快便扭转了卫生院过去在群众心中

“门难进，脸难看”等不良印象。

勇于开拓、创新、进取的安乐镇卫生院医护队伍

勤奋好学，医德高尚11

临危受命，组建安乐镇卫生院22

安乐镇卫生院院长马合奎

陕州地坑院
主题文化灯会点灯迎客

潢川县

黄国故城文保规划立项获批

防疫科护士正在为适龄儿童接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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