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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7 月 26
日，记者从省招办获悉，我省普通高
校招生本科一批录取工作于 7月 25
日 9 时 全 部 结 束 ，共 计 录 取 新 生
77114 人，其中文科录取 13919 人，
理科录取 63195人。同时结束的地
方专项计划本科批录取1018人。此
前录取结束的国家专项本科批录取
6675人。

在录取过程中，我省工作人员履
职尽责、热情服务，加强与高校的交

互沟通，尽可能多地争取高校预留计
划。本科一批高校今年在我省投放
预留计划1123人。

为了帮助寒门学子圆大学梦，今
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力助精准扶贫，
录取期间成立专门工作组，对全省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考生，分县逐人统计
汇总基本情况和报考志愿情况、录取
动态情况，精细做好录取审核和征集
志愿指导工作，确保贫困考生能被顺
利录取。③5

本报讯（记者 卢松）7月 25日，
记者从省慈善总会了解到，省慈善总
会向爱心企业筹集善款 2150万元，
即日起，在全省开展“助力脱贫攻坚·
点亮学子希望”慈善助学行动，4300
名贫困大学新生将收到一份“慈善大
礼包”。

据了解，此次慈善助学活动将在
我省38个国家级贫困县和5个省定
贫困县(原阳县、伊川县、扶沟县、内黄
县、濮阳县)开展，在每个县资助100
名低保户或建档立卡贫困户中今年
考入二本以上院校的大学新生，每人

一次性资助5000元。
日前，省慈善总会已通知参与此

次助学活动的贫困县慈善会(民政局)
征集贫困学生名单。省慈善总会提
醒符合相关条件的大学新生，尽快到
当地慈善会(民政局)报名申请，学生
报名时，须携带身份证复印件、录取
通知书复印件及低保或建档立卡证
明复印件，并填写助学申请表。

支教助学，共襄善举。省慈善总
会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支持慈善
助学活动，为贫困学子圆梦大学奉献
爱心和力量。③5

2016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奖名单

（共 260项）
一等奖（15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政策的变迁：轨迹与动力分
析——基于政策变迁理论的研究 柏必成

河南决胜全面小康论 完世伟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丁素等

循环经济：绿色发展伦理研究 乔法容等

临空产业生态建设与健康管理研究——以郑州航空经
济综合实验区为例 郑秀峰等

“人的文学”：“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学的发生 张先飞

中原科学技术史 王星光等

城乡教育公平论——基于文化视阈的研究 王振存

《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研究 赵涛

想象创造人自身——加斯东巴什拉的想象哲学 张璟慧

句子功能的线性实例化研究 司罗红

中原画风源流考 李明等

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动因分解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
究 朱选功等

PPP项目实施中的难点与对策研究 胡兴旺等

政治与道德：政治哲学伦理向度的反思和重建 曹玉涛

二等奖（110项）
杜甫与地域文化 葛景春等

《黄帝内经太素》撷要 李具双

论林纾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及其文化意义 李伟昉

往者可鉴：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防疫事业的历史经验研
究 李洪河

当代语言学理论发展的多视角探究 周振峰

淮河流域戏曲音乐实证研究 郭德华等

文化产业投入占用产出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王志标

先秦哲学视域中的个体性问题引论 王敏光

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通识教育研究 闫飞

论基于社会互动理论的教师合作 杜静等

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变迁研究 李秋芳

自由主义嵌入民族主义的双重关系——严复民族自由
主义思想研究 张胜利

使命与引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研
究 单刚等

竹林七贤研究 卫绍生

利益平衡视角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研究 马文博

教育政策的价值基础——基于政治哲学的追寻 王举

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建构 王志立

国际视域下网络洗钱犯罪防控策略研究 兰立宏等

河南新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研究 邢中有

中部粮食主产区现代农户发展问题研究 关付新等

粮食安全与粮食生产——基于灰色模型技术的分析
李炳军等

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机制研究 李桂荣等

中国农村信用社研究（1951-2010） 陈俭

生态翻译批评体系构建研究 岳中生等

风险社会视域下危险责任制度研究 岳红强

灾害法学研究 徐航

论基本权利滥用的认定标准 高慧铭

大学生网络创业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 马骏等

中国产业结构演进中的贸易结构转换及绩效研究 孙中叶等

二十世纪莎评简史 辛雅敏

中国资源型企业国际化风险辨识、评估与防范研究 陈冲

淅川阎杆岭墓地 胡永庆等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与消费行为研究 高中建等

基于NOEM分析框架的人民币实际汇率动态变化研
究 高慧清

当代中国社会整合逻辑研究 涂小雨

殷墟甲骨文编 韩江苏等

曹操高陵 潘伟斌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研究 田朝辉等

全球价值链视角贫困地区产业集聚发展研究 任登魁

河南内黄方言研究 李学军

宋代诗学视域下的桃花源主题 杨宏

国土规划理论、方法及实践——以河南省为例 张合兵等

空间关系构式的认知研究 张克定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潜力挖掘分析与政策研究——以武
汉市为例 陈昱

论汉代的符瑞思想 龚世学

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靳义亭等

中国农村社区服务体制的变迁及其后果——以河南省
息县为例 管义伟等

事业单位视野下的学校组织运行研究 王晋

征地补偿、技能培训与失地农民就业质量研究 王晓刚

明清散曲与歌谣时调互动研究 冯艳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朱荣英

考虑零售商自利的电子废弃物回收激励契约设计 任鸣鸣等

美国生态文学研究 汪凡凡

司法裁判中论证有效性的法哲学研究 张玫瑰

新金融新变革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中国商业银行竞争研
究 范大路等

教授治学何以可能——基于权力要素的视角 罗红艳

中国思想文化概览 柳素平等

论新世纪文学的“向外转”——以“底层文学”为例 秦法跃

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研究 颜景毅

习近平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的丰富内涵 于向东

宾组卜辞分组分类的初步整理与研究 齐航福

汉族民间音乐“一曲多变”的观念及其实践研究 李小兵

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研究 李铜山等

生活中的逻辑学 杨红玉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与周边安全 张义明等

论七言转韵律体的体制特征——兼及律体的判定标准 张培阳

试论《文选》经典化之可能与生成 郭宝军

集中股权结构上市公司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对企业财
务战略的影响研究 王希胜

内源式发展视角下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困境及破解机
制研究 杜书云等

詹姆逊批评理论中的形式问题研究 杜智芳

“沉默的美学”视阈下的桑塔格小说创作研究 张莉

中国树木文化 林晓民等

胡德海教育学术思想研究 高闰青

大学办学定位的制度逻辑演进研究 郭秋平等

体育教师课程执行力研究 葛新

传统养生与保健体育理论基础 王耐等

试论音乐会与近现代中国的都市娱乐 关心

英国田园诗歌发展史 姜士昌等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运行体系的要素构成及角色定位 田宝山

忽必烈潜邸儒士与元代文学发展 任红敏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李玉梅

肉牛集群式成长研究——以河南新野为例 张冬平等

学校心理教育理念重建：积极心理教育 张彦君

苏联晚期媒介生态与体制 张举玺等

保障房建设多元化融资模式——基于新型城镇化下视
角的研究 赵进东等

汉语短语及其语义语用研究 耿国锋

新媒体环境下我国青少年宗教信仰教育引导研究——
以河南省青少年调查结果为例 高芳放

当代中国体育文化育人功能研究 霍朋

网络能力与企业服务创新的关系研究 李纲等

影像叙事中的乡愁书写与价值重构 李娟

徐铉集校注 李振中

音乐简史与欣赏 陈艳等

中国古代林业管理 郑辉

文学欣赏与中国传统文化 赖巧琳

内、外部情绪标注对情绪作用的ERPs研究 岳鹏飞等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研究报告 李二梅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地位多维向度研究 姜怀忠

政治自觉与社会优化——对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思
想新实践的框架分析 张向东

中国行政层级关系微观研究 马翠军

公务员选拔考试信用制度建设研究 王文成

中国特色包容性发展模式 顾绍梅

十六大以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 马福运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时代使命 蒋桂芳

能源发展的新常态：分布式能源 李金铠

新常态下传统产业低碳转型发展研究 王玲杰

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研究 段乐川

尼尔·波兹曼的媒介环境学研究 李晓云

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阮丽铮

加快培育造就创新人才队伍 秦健

以人为本视阈下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科学健康发展的路
径选择 南大伟等

三等奖（135项略）

2016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出
2016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于日前评审结

束，共评出260项优秀成果，其中，一等奖15项，二等奖110
项，三等奖135项。现将获奖成果予以公示，截止时间2017年
7月28日。电话：0371—65904172。

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办公室
2017年7月24日

本报讯（记者 李悦）7月 26日，第
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射击（飞碟项目）第
五天的较量在我省宜阳县继续进行。
在当天的女子飞碟双向决赛中，四川
老将张山以一靶之差不敌山东名将魏
萌屈居亚军，但这位中国射击界的传
奇人物收获了现场观众的一片掌声。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张山

在飞碟双向的比赛中一举夺冠，成为
首位在奥运会男女混合较量项目中击
败男选手的女将。领奖台上，获得亚
军以及季军的两名国外男选手将张山
高高举起，这也成为新中国体育史上
极为标志性的一幕。张山并没有在辉
煌之后选择退役，而是继续留守飞碟
赛场。迄今为止，49岁的张山已经征

战了8届全运会，曾在十运会上夺得女
子飞碟双向冠军。

在女子飞碟双向资格赛上，张山
的成绩是 73中，在 6名决赛选手中位
列第一。当天下午的决赛，张山和山
东名将魏萌比拼到了最后。在打最后
四靶前，张山和魏萌均是52中，站在同
一起跑线上。率先出场的张山第二枪

发挥不佳，双靶先后不中，而魏萌则抓
住机会，两枪只有一靶失手，最终夺
冠。

虽然以一靶之差与金牌失之交
臂，张山却非常看得开，她表示：“从来
没像今天打得这么好，过去几年我都
是‘永’争第六名，今天能进决赛我就
很满足了。”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平）城市公立医
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城市
公立医院改革也是医改中“最难啃的
硬骨头”。记者7月26日获悉，为加快
推进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省政府
办公厅下发《关于推进城市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构建布
局合理、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体系和
分级诊疗就医格局。

补偿——破除以药补医
理顺医疗服务价格

破除以药补医是启动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迈出的关键一步。《意见》明确，所有
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
除外），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
品加成收入和政府补助三个渠道，改为
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两个渠道。

因药品零差率销售减少的合理收
入，通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补偿90%，
财政按照原供给渠道补偿10%。这其
中，医院的药品贮藏、保管、损耗等费
用也列入医院运行成本予以补偿。

药价降了，其他诊疗费会增加
吗？医疗服务价格怎么调整？《意见》
明确要求，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
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原则，合理提
升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
服务价格，特别是诊疗、手术、康复、护
理、中医、儿科等服务项目价格，降低
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和检验价格；
逐步理顺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和医疗服
务项目的比价关系；还要做好与医保
支付、医疗控费等政策的衔接工作，调
整的部分同步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
围，不增加群众医药费用负担。

同时，建立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
各级政府要落实公立医院基本建设和

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离
退休人员费用和政策性亏损补贴等投
入，对公立医院承担的公共卫生任务给
予专项补助；落实对中医院、传染病医
院、精神病医院、妇产医院、儿童医院以
及康复医院等专科医院的投入倾斜政
策；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监管——按病种付费
严控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在合理确定医疗服务价格、明确
政府补贴标准的同时，强化医保监管
调控作用、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严
控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是推动改革
平稳有序进行、切实降低百姓看病就
医成本的有效保障。

《意见》要求强化医保监管调控作
用，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加强医保基金监管，严格控制目录外

费用、自付费用、药品耗材费用所占比
例，提高患者医药费用实际报销比例，
逐步提升医疗保障水平。同时还要建
立以信息化为基础的公立医院费用监
测体系，对患者次均医药费用增长率、
医疗收入结构、辅助性和营养性等高
价药品实施重点监控，定期监测公布
结果和排序，以遏制医疗费用不合理
增长势头。

在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上，建
立以按病种付费为主，按人头付费、按
床日付费、按服务单元付费等复合型
付费方式，逐步减少按项目付费；逐步
扩大纳入医保支付的日间手术和医疗
机构中药制剂、针灸等中医非药物诊
疗技术范围。《意见》明确，2017年，医
保支付方式改革覆盖全省二级以上综
合医院，城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按病
种付费的病例数达到出院病例数30%
以上。②40

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方案出炉

破除以药补医 下好医改一盘棋
本科一批共录取77114人

省慈善总会筹集善款2150万元

资助4300名贫困大学新生

全运会风云

□本报记者 卢松

7月25日，周二，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眼科门诊部，慕名来挂张效房
专家号的患者发现，当天张教授没来
坐诊，经询问医护人员得知，张教授因
心脏问题刚出院，身体还没有康复。

对97岁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眼科教授、主任医师张效房来说，门
诊坐诊是他的头等大事。每周二上
午，是医院安排的坐诊时间，只要没有
特殊原因，他都会准时出现在诊室。

面对诊室外排着长队的患者，张
效房经常加班到中午一点，有时连水
都顾不上喝。张效房认为，医生就该
给病人服务，解决病人痛苦。

张效房出生于医学世家，受父亲
影响，他从小就立志做一名医生。
1945年，张效房从河南大学医学院
眼科专业毕业，成为一名眼科医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患眼病的人
多且病情严重，特别是沙眼及其并
发症危害较大，占致盲原因首位。

张效房主动向医院领导请战，利用
周末和同事一起下乡为群众义务治
疗眼病。“许多失明多年的患者重见
光明，激动不已，见到张老师，竟呜
呜地大哭起来。”张效房的学生告诉
记者。

张效房在治病救人的同时，不断
学习、搞科研，努力攻克眼科难题。
张效房设计的“眼内异物定位摘出
法”，被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对世界眼科的两大贡献之一。他所
改进的小切口非乳化白内障手术，把
白内障手术由 1小时缩短至不到 15
分钟，最短的只需 5分钟。目前，这
一术式在国内开展超过200万例。

张效房 1979 年创办的《中华眼
外伤职业眼病杂志》，目前已成为我
国信息量大、学术水平高的眼科期刊
之一，是国家中文核心期刊，现在张
效房还担任着该杂志的名誉主编。

“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应该尽己所能
作出最大贡献，这是对社会的责任。”
张效房常说。③5

眼科界的不老青松
——记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张效房

德耀中原
道德模范在身边

女子飞碟双向决赛“传奇老将”张山摘银

7月 25日，在三门
峡协力光伏电力有限公
司建设工地上，工人正
对智能温室科技展示区
进行建设。该项目集光
伏并网与农业种植于一
体，致力于在当地打造
一个专业化农业产业园
区。⑨7 孙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