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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焦裕禄同志逝世四十五周年

纪念日! 昨日上午"纪念焦裕禄同志逝

世四十五周年邮票首发式"在兰考县焦

裕禄纪念园隆重举行!

这套邮票的主题# 大力弘扬焦裕禄

精神"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由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亲笔题写!

省邮政公司副总经理徐茂君介绍" 这套

邮票发行是继
!""#

年发行 & 党的好干

部'((焦裕禄) 纪念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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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行

& 党的好干部(((焦裕禄)个性化邮票之

后" 再次以邮票为载体对焦裕禄精神的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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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去医院都不用挂号划价+

郑州准备发电子健康卡 在市级医院可直接支付费用并共享病历信息

给孩子打乙肝疫苗需要
)

针" 但隔多长时间家长往往记

不准* 今后"家长不需要老是操这些心了"只要查查即将发行

的卫生健康卡上的自助服务项目"就可以清楚地了解*

昨日下午"郑州市政府召集了卫生,劳动%财政%发改委

等相关部门"专题论证了& 郑州市卫生健康卡建设与应用规

划方案- 试行.) * 今年下半年"市民有望在试点医疗机构体会

到这种新型就医模式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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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 病人就诊的程序是这样

的/先去挂号"凭号去找就诊的科室,坐诊

的医生"然后拿上检查单划价,缴费后去化

验"等结果出来再去找医生看病"然后根据

医生开好的处方缴费,取药*

挂号,就诊,缴费,再缴费,取药等"这

些都需要排队*更烦琐的是"如果病人需要

换一家医院看病"这个程序要再重复一遍*

& 规划方案)显示"今年
*

月份以前"卫

生健康卡项目的立项工作将完成" 下半年

起有望开始在部分市级医疗机构中试行"

全市推行预计需要两年时间* 今后病人再

去就诊时"程序要有些变化了*

拥有它" 郑州市民可在郑州市级医疗

机构享受就医诊疗,医疗支付,建立个人健

康档案,共享电子病历信息,享受公共卫生

服务及办理其他卫生业务* 流动人口则可

以办一张功能差不多的0 一次性$卡"但不

能实现电子病史共享,建立个人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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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在

全省首家实施 0 医卡通$就诊新模式"一

卡在手"看病,检查,治疗,取药都很便捷"

并且卡费存取自由*

该院党办主任杜亚军表示"0 医卡通$

在该院近两年的运行结果表明" 不但方便

了患者" 同时医务人员的诊疗时间也大大

缩短"日门诊量由开通前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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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上升

到如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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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

;,<=>?@A

根据& 规划方案)描述"卫生健康卡发

行后"病人只需拿着装有自己基本信息的

健康卡"不用排队挂号"可直接到需就诊

科室找医生看病"你的血型,药物过敏史,

重大疾病史,近期就医记录等关键的电子

病历信息"医生一刷卡就清清楚楚地显示

在电脑上了* 等你看完病"就可以直接去

拿药* 整个过程中"不再有不停地排队之

麻烦*

更方便的是"各医疗机构所保存的个

人电子病历是独立的0 信息孤岛$"通过一

张卫生健康卡的0 穿针引线$"这些0 信息

孤岛$就结合起来"个人就有了完整的电

子病历*

卫生健康卡还是市民享受公共卫生

服务的凭证"通过卡内信息"可以判断是

否享受相关的公共卫生服务"如
*%

岁以上

老年人,

%+)

岁婴幼儿的免费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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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论证会上"围绕卫生健康卡是否与医保

卡整合"各部门代表也进行了激烈的研讨*

0 正在考虑和医保卡整合问题 " 但难度比较

大 * $郑州市电子政务中心主任盛铎说 "根据& 规

划方案) "卫生健康卡作为郑州市民卡的一个组

成部分 "有可能独立发卡 "兼容其他市民卡部分

应用功能 1 也有可能在其他市民卡上建立卫生

健康卡应用区域 "以实现该卡的应用 * 比如 "在

它上面加上公交的模块 "就可以当公交卡用 1和

银行账号绑定后 " 可通过银行账号实现对卡充

值 ,取款 *

0 电子磁卡的发行是否免费 " 或者由哪个部

门出钱"目前都未定* $对于这张多功能的卫生健

康卡是否免费发行 "盛铎说这些问题政府都在考

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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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焦裕禄邮票发行

河师大/向0 顽疾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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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河南师范

大学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中"征集归纳出
!(

个问题"分别由
!%

位校

领导0 领题调研$*

由于这
!(

个问题切中学校发展0 要

害$"校方勇于向0 顽疾$0 亮剑$"极大地

调动了全校师生的参与积极性*

孟州/重奖项目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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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州市财政拿出
,%%

万元"对项目

建设工作抓得好,贡献大,成绩突出的

企业和单位进行奖励1 对工作不力,严

重滞后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直至给予

一票否决*

进入二季度以来" 孟州市战危机,保

增长的政策措施变成了加快发展的巨大

动力*在项目建设上"总投资
,

亿元的广济

药业核黄素项目,总投资
&-,

亿元的大地合

金金刚石刀具项目双双进入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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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银企合作"信阳市平桥区

对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单位实行

重奖"累计奖励资金达
.)%

万元* 并定期

组织银企见面会和项目推介会"先后组

织
#*

家企业与金融单位签约"合作金额

达
,-,#

亿元*

而劳动密集型加工等企业" 其购

买,转运到本区的生产设备"可凭有关

运费的票据报区财政给予核销*

信阳平桥区/

银行放贷可拿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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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民担心" 如果所有的就诊信息都

显示在卫生健康卡上" 不但包括就医的全

过程"其中也包含个人的基本信息,隐私信

息"比如艾滋病患者,有精神病史患者或有

堕胎经历者* 这些信息会不会被泄露+

根据& 规划方案) "为有效保护卡内的

电子钱包功能及防止电子病历不被随便调

阅"当其他人拿到这个卡"甚至医务人员在

发出电子病历共享请求时" 都要得到持卡

人本人的授权" 卫生健康卡的身份认证特

性"使其充当了一把0 钥匙$* 当然"持卡人

可以通过这把0 钥匙$"在自助服务终端机

上" 查询个人完整的电子病历信息和电子

钱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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