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取消“药品加成”医疗收支“两降两升”
在取消药品加成综合改革过程中，我省医疗收支结

构呈现“两降两升”变化。

医务性收入占比26.32%，
同比上升3.05%；

人员经费支出占业务总支
出比例31.46%，同比上升
0.98%。

药占比33.55%，同比下降4.56%；

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消
耗的卫生材料费30.56元，同比下
降1.61元；

民生答卷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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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六村共建”引领乡村振兴

我国全面建立河长湖长制

老百姓看病负担逐步减轻
□本报记者 李政

我省加快培育10个新兴产业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郭建立

2018年8月，沈丘县退出国家级贫

困县序列。脱贫了，如何巩固脱贫成效，

促进乡村振兴？沈丘县积极探索，以“六

村共建”引领乡村振兴，建设文明村、平安

村、卫生村、产业富民村、美丽宜居村、党

建示范村。全县577个行政村（社区）中，

先期选出101个村作为示范村，以点带

面、连点成线、连线成片、集片成群，推动

“六村共建”整体推进、整体提升。

基建先行促振兴

在莲池镇胡庄村，驻村第一书记韩凤

才和村党支部书记胡四红一起，抓党建、

建村室、修村路、建广场，小村一改“软弱

瘫痪”。

沈丘县脱贫后，不仅是韩凤才，159

个贫困村第一书记、393个非贫困村包村

干部都未撤离；而且在去年的村“两委”班

子换届时，全县又配备大专以上学历支部

书记110人，优秀创业成功人士返乡任职

53人，有经验的第一书记和有创新力的

村支部书记一起带领群众巩固脱贫成效。

一组组数据，展现出了沈丘农村的嬗

变：2018年，新建303处非贫困村文化广

场，实现了村级文化广场全覆盖；22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共新建44座三类标准公厕、

531座水冲式公厕；新安装路灯1.8万多盏；

购置3万个垃圾桶、126辆垃圾运输车……

村有产业好发展

在付井镇赵口村村室的南侧，现有产业

电子扶贫车间1个，服装扶贫车间1个，让近

200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在沈丘县，

像这样建在家门口的扶贫车间（基地）共有

159个，共带动1.1万人就业，其中贫困群众

达2400人，人均月工资达3000元。

此外。该县还把“六村共建”项目纳

入涉农整合资金项目库，2019年计划用

于农村特色种植养殖的村集体经济项目、

农村林业绿化项目、贫困人员户厕改造项

目等共计2.5亿元，有效解决“六村共建”

资金短缺、瓶颈制约问题。

生态宜居环境美

在新安集镇下溜行政村，水泥路干净

整洁，村道两旁、农户门口的墙体宣传语

随处可见。这是该县推进农村生态宜居，

建设美丽新农村的一个缩影。

去年12月初，周口市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百日行动”开展以来，该县先后动员

干部群众15万人次，出动挖掘机1100台

次、车辆4500辆次，清运陈年积存垃圾

2.25万吨。同时，加大坑塘和沟渠治理力

度，种植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建设水上

观景平台、水上长廊，打造生态水系。

治理有效保民安

为了满足广大群众对平安建设的新

要求、新期待，沈丘县强化多元化的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通过推行社会管理网格化

监管体系、“天眼工程”及开展治安保险

联动、共创“平安家庭”等活动，有效封堵

社会管控漏洞，努力实现全县社会稳定、

治安平稳、秩序良好。

该县以“一约五会”为载体，积极开展

“身边好人”“好媳妇、好婆婆”等先进人物

评选表彰活动，101个示范村全部建立

“新时代文明传习中心站”和学雷锋“文明

使者”志愿服务站。

“我们要深入开展‘六村共建’，推进

广大农村从‘一处美’向‘一片美’，从‘庭

院美’向‘村庄美’，从‘环境美’向‘生活

美’的转变，让村庄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

家园。”沈丘县委书记皇甫立新说。

公立医院药品在进价基础上加价

15%卖给患者，这种“以药补医”机制始于

20世纪50年代。2017年8月31日，我省

在洛阳、焦作、濮阳、鹤壁、漯河、三门峡6

个试点城市的基础上，省直和11个省辖

市284家城市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

成（中药饮片除外），终结了60多年的“以

药补医”。

近日，记者采访了家住鹤壁市淇滨区

钜桥镇的刘海林，他告诉记者，医院取消

药品加成让他省了不少钱。

刘海林今年56岁，有10多年的糖尿

病史。平时干木工，需要到处跑着接活

儿，使他不便像别的糖尿病患者那样按时

进行胰岛素注射治疗，降糖药带在身边成

了他的习惯。刘海林说：“我一般俩月去

一趟医院，拿降血糖药、测血糖数值，拿一

回药够吃一段时间。”从去年开始他注意

到，同样开二甲双胍缓释片和格列美脲片

这两种药，以前每次药费在220元左右，

现在不到190元。“像我这种长期服药的，

去年一年就省了几百元。不少患慢性病

的同时吃四五种药很常见，一年能省个两

三千元。”刘海林说。

去年7月份的时候，刘海林因糖尿病

病足症住进医院，花去8000多元，刘海林

说，“虽然花了不少钱，但医保报销以后我

算了算自己就花了1300元。”

刘海林家庭并不富裕，木工活儿干一

个月不过3000元，而且也不是一直都能

稳定接到活儿，儿子刘洋2015年大学毕

业后一直在考法律职业资格证，2017年

考过之后找到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这才

不用刘海林的接济。“我这病要是搁到以

前，那肯定是个大负担，现在住院有医保，

吃药比以前便宜，医疗政策对老百姓越来

越有利，我现在还能攒点钱，生活上一点

没问题，只会越来越好。”刘海林说。

一年多来，我省城市公立医院全部取

消药品加成，整体运行平稳。因药品零差

率销售减少的合理收入，通过价格调整补

偿90%，财政按原供给渠道补偿10%。

调价部分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并与

医保报销政策同步衔接，不增加群众医药

费用负担。

在取消药品加成综合改革的过程中，

我省医疗收支结构呈现“两降两升”变

化。药占比33.55%，同比下降4.56%；百

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消耗的卫生

材料费30.56元，同比下降1.61元；医务

性收入占比26.32%，同比上升3.05%；人

员经费支出占业务总支出比例31.46%，

同比上升0.98%。

随着取消药品加成综合改革的深入，

像刘海林这样得到实惠的患者会越来越

多。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我省

将持续巩固取消“药品加成”改革成果，建

立完善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

持续的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让老百姓从

医疗改革中得到更多实惠。

今年我省“两会”期间，

《河南日报》、《河南日报农

村版》等党报纷纷“走进”代

表、委员驻地，进入代表、委

员房间，让他们能够及时了

解会议盛况和相关报道。

图为1月15日，在河南饭店

人大代表驻地，两位来自商

丘的人大代表在阅读当天

的《河南日报农村版》。本

报记者 杨远高 摄

本报讯（记者李政）1月15日，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的“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新

闻发布会在郑州召开，省发展改革委副

主任郜义、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朱

鸣就我省10个新兴产业发展行动方案

出台的背景和总体推进机制等方面做了

介绍。

当前，我省人均GDP突破7000美

元，正处于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和经济

新旧动能转换、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推动高起点、高

速度、高品质发展，既是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快建设经济

强省的客观要求，更是顺应技术进步和

产业变革趋势的必然选择。

郜义介绍，我省立足产业基础和比

较优势，着眼战略需求和前沿先机，在充

分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现代生物和生

命健康、环保装备和服务、尼龙新材料、

智能装备、新能源及网联汽车、新型显示

和智能终端、汽车电子、智能传感器、新

一代人工智能、5G等10个重点培育的

新兴产业。在10个新兴产业培育上，我

省将重点突出开放合作。坚持把开放合

作作为优先的战略路径，既要大力引进

行业优势企业和相关配套企业，也要推

动现有企业通过战略合作扩充提升先进

产能。突出市场牵引。将扩大市场应用

作为培育新兴产业的重要抓手，通过示

范应用引进一批企业和项目，带动技术

突破和产业规模化发展。突出生态构

建。将构建产业生态体系作为培育新兴

产业的重要支撑，根据产业发展特点，从

平台建设、人才引育等方面制定具体政

策举措，营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突出

远近结合。远期主要明确各产业发展方

向，提前谋划布局，分别确定责任单位细

化完善政策措施，近期着眼于亟须突破

的关键环节，分别确定责任单位，细化各

项措施。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 陈新
刚）1月12日，鲁山县张良镇与方城县

拐河镇聚合庄村交界处，郑万高铁铺

轨现场施工人员顶风冒雪铺设轨道，

标志着郑万高铁南阳段全线铺轨正式

开始。

郑万高铁方城段全长55.04公里，

2018年建成了310米的跨南水北调干

渠赵河特大桥，打通了全长5152米的七

峰山隧道，位于方城县清河镇十里铺村

的客车站正在建设中。郑万高铁起于郑

州东站，经河南省、湖北省后进入重庆市

境内，经万州区连接渝万高铁，全长818

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届时，从南

阳到郑州仅需1个多小时，从南阳到重

庆仅需4小时左右。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青俊）

1月12日，太康县举行“家政培训再出发

动员大会”。会上，该县与北京天易汇家

庭服务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力争到

2020年底，再培训全县农村妇女不少于

2万名。

近年来，该县瞄准家政服务业吸纳

富余劳动力强的优势，实施“巾帼家政”

扶贫工程，培育全能型巾帼家政服务人

员，促进广大妇女就业，探索出“一人家

政，全家脱贫”的新路径。截至目前，全

县已开展各类家政培训数十期，实现1.6

万多名贫困妇女就业，月薪 5000 至

1.2万元左右。

1月12日上午，新安县石井镇元古

洞村分外热闹，村部大院内，由帮扶单位

县委宣传部、文明办、新华书店组织召开

的励志脱贫表彰大会正在举行。

表彰会结束后，参与帮扶的42名队

员自发组织了捐赠活动，大家排着长队依

次走到捐赠箱前。队伍中，出现了一个

“小不点儿”的身影，她站在大人中间，手

里拿着一张10元钞票，捐款时，努力地踮

着脚，才勉强能够着捐赠箱。现场的群众

好奇地互相询问，这是哪来的小孩儿？

原来这个小孩子是该县县委宣传部

帮扶队员许金安的女儿，名叫许多，今年

5岁，还是个学前班的学生。当日为“帮

扶日”，该县所有帮扶单位和帮扶队员都

要到帮扶村开展工作。当日也是星期

天，学校放假，平日里，孩子都是妈妈带

着。就在前一天，许金安的岳母患重病

住进了县医院，妻子要到医院去护理，年

幼的孩子无人照看。为了不影响帮扶工

作，许金安就把孩子带到了帮扶村中。

看到大人们开展捐赠活动，小许多也要

捐赠。许金安看到孩子这么懂事儿，非

常高兴，掏出了10元钱递给了孩子，于

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小孩子捐赠的行动深深打动了现

场的所有人，元古洞村支书陈占涛激动

地说：“连这么小的孩子都来献爱心，我

们村一定要争气，要在过去的脱贫基础

上再努把力，争取早日甩掉贫困帽，不

辜负帮扶单位的一片真心！”陈占涛的

一番话，赢得现场群众的热烈掌声。

1 月 15日，

游客在鄢陵县

五彩大地花卉

销售中心参观

年宵花展。进

入腊月，装点节

日气氛的年宵

花走俏市场。

牛书培 摄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王佳佳

郑万高铁方城段铺轨启动

一人干家政 全家能脱贫
太康家政扶贫助1.6万多名贫困妇女就业

新安贫困村来了小“帮扶队员”

岩松制图

党报受到
代表委员欢迎

据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2018年，我国

在河湖管理方面实现新突破。全国共明确省

市县乡四级河长30多万名、四级湖长2.4万

名，设立村级河长93万多名、村级湖长3.3万

名，河长制湖长制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责

任体系初步形成，河湖健康有了守护人。

记者15日从水利部了解到，2018年6月

底我国完成全面建立河长制目标任务，年底

完成全面建立湖长制任务。

水利部部长鄂竟平15日在全国水利工作

会议上表示，当前我国治水的主要矛盾已经

从人民群众对除水害兴水利的需求与水利工

程能力不足的矛盾，转变为人民群众对水资

源水生态水环境的需求与水利行业监管能力

不足的矛盾。今后要全面落实水利工程补短

板、水利行业强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