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昨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分组审议了关于我市便民就
医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传出一系列好消息：我市已组建医联体24家，建设20个远程诊疗中心，覆盖各基层
单位；电子病历共享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功能已在“郑好办”App上线运行；近期将试行住院治疗“三级转
诊”，群众通过社会保障卡即可实现电子病历共享、在线问诊会诊、住院转诊预约、住院费用结算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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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岁的高晋文坐在轮椅上。近几年，
他的记忆力出现严重衰退，忘记了很多事，
却一直记得 21岁的黄继光和 1952年的上
甘岭。

“那时候，我是志愿军第 15 军 45 师
135团 82迫击炮连指导员，黄继光是我们
团 2营的通讯员。我俩还住过一个猫耳洞
哩。”身患哮喘旧疾，高晋文不得不讲一讲、
停一停。

“黄继光很活泼，一天到晚又蹦又跳，
勤快得很，有时晚上会找干草帮我铺床，
多好的同志。可惜后来，我亲眼看着他牺
牲了……”

1952 年 10 月 14 日，上甘岭战役打
响。在 44天的激战中，美军先后投入 6万
余人兵力，出动 3000架次飞机和 170余辆
坦克，向只有 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阵地发
动900多次冲锋。

黄继光牺牲的战斗开始于10月 19日，
597.9高地。此前，对597.9和 537.7两高地

表面阵地的争夺已进入白热化，敌军白天
攻上去，我军晚上抢回来。这天夜里，志愿
军又向597.9高地发起反击。

“炮兵观察所在前沿阵地后面的山坡
上，我趴在那看得清楚，敌人地堡射击口的
子弹‘突突突’地往外喷，冲锋的战士一个
接一个地倒下。”高晋文深呼了一口气像是
蓄力，原本扶着轮椅的手紧握成拳，“关键
时候，黄继光猛地跃起身扑上去，死死堵住
枪眼，敌人的机枪声瞬间哑了。”

黄继光牺牲的消息，很快在坑道和猫
耳洞里传开。将士们发誓要为黄继光和烈
士们报仇，狠狠打击敌人！但战争的残酷
还是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敌人再次调动数十架飞机、数百门重
炮，发了疯似的向上甘岭倾泻弹药。我军
先前构筑的地面工事早已荡然无存，山头
被削平数米，原本丰茂的植被寸草未留，

将士们随即退入坑道坚守。
敌人无法夺取坑道，便封锁了坑道部

队与后方的交通线，并向坑道取水的水源
投毒。高晋文记得，猫耳洞里变得静悄悄
的，以前战斗间隙的歌声、口琴声、谈笑声
都消失了。“战士们渴得舌头打弯，嗓子冒
烟，只能喝尿，一口、半口、抿一抿，后来连
尿都喝不上了。”

1952 年 11 月 25 日，志愿军部队一次
次拼命、坚守、战斗，终于换来上甘岭战役
的胜利。包括此役在内的抗美援朝证明：
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一去
不返了。

“同志们！我们胜利了！”高晋文在坑
道里边跑边喊，他太想把这份喜悦分享给
每个战友。

负伤转业后，高晋文回到山西老家工
作，把余生精力献给了为退役、伤残革命军
人服务和国防红色教育。

“现在，我们更有信心、有能力把所有
来犯之敌都拦在祖国大门外。”高晋文说。

刘艺

“我亲眼看着黄继光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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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我市便民就医工作情况

全市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和医用耗材加成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今
年是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收官之年，
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展如何？11月 4
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分
组审议了市公安局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情况的报告。

报告提到，截至今年10月底，全市公安
机关共侦办黑社会性质组织案32起，其中

已判决22起；侦办恶势力犯罪集团案98起，
其中已判决62起；侦办恶势力团伙案48起，
其中已判决22起。通过深挖彻查，发现移
交黑恶势力“保护伞”线索648条，查封、冻
结、扣押黑恶势力涉案资产89.82亿元。

为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黑恶犯罪，
市公安局公布了黑恶犯罪线索举报电话、
邮政信箱，出台了举报黑恶犯罪线索奖励

办法。截至今年10月底，全市公安机关共
接到群众举报和上线批转涉黑涉恶类线索
4165条，已查处3933件，查结率94.42%。

开展打击农村黑恶势力专项行动，
2018年 5月底开始，全市公安机关集中打
击农村黑恶犯罪，共打掉农村村“两委”成
员51人，村支书11名，村主任14名。

为打击“套路贷”犯罪行为，全市公安

机关开展集群战役，专项打击“套路贷”犯
罪。全市共打掉“套路贷”犯罪团伙59个，
抓获涉案人员 768名，其中逮捕 582名，破
案 1394 起，冻结、查扣涉案资金 1.28 亿
元。同时开展打击涉恶犯罪专项行动，今
年 7月开始，全市公安机关瞄准群众身边
的小黑恶、微黑恶等侵害群众利益和影响
群众安全感的涉恶类犯罪，集中打击，截至
10月底，打掉恶势力犯罪集团和恶势力团
伙 83个，其他犯罪团伙 31个，抓获犯罪嫌
疑人402名，查扣涉案资产2000余万元。

我市公安机关重拳打击黑恶势力

河南68位中小学生
荣获宋庆龄奖学金

本报讯（记者 王红）记者昨日从教育部门获悉，全国第十四
届宋庆龄奖学金启动发放，河南68位优秀中小学生获此殊荣。

据介绍，宋庆龄奖学金是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
基金会面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设立的国家级奖学金，重点
表彰鼓励中小学生中思想品德、文化、艺术、体育、科技方面的成
绩优秀者。这一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迄今已是第十四届。与
以往不同，今年宋庆龄奖学金由以往的每人 500元提高到每人
1000元。

本届宋庆龄奖学金参评范围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四年级
至初中三年级的在校学生，入选学生均是爱祖国、爱学习、爱劳
动、品学兼优，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统计显示，经过
层层选拔，最终全省共有 68位优秀学生入选。按照计划，奖学
金及证书将于11月 20日前发放到各学校。

坐上复兴号包裹“极速达”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王玮 文/图）11月 3日清晨，来

自京东、顺丰、德邦等物流企业的 114件大件包裹被整齐堆码
在郑州站 3站台，随后“登上”发往上海虹桥站的 G370次复兴
号高铁列车。同日中午 11时 45分，G1803次列车抵达终点站
郑州东站（如图）。

据中铁快运郑州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今年电商活
动时间提前至 11月 1日，他们也将各环节卡控的时间节点前
移，在 10月中旬便完成了工作人员的考试培训及应急模拟演
练，确保电商货物运输各环节安全畅通。

据了解，今年“双 11”电商运输将持续至 11月 20日。依托
河南米字形高铁网建设和中原物流枢纽优势，中国铁路郑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积极利用去年新开通的高铁线路，合理调配既有
运力资源，安排12趟动车组为电商客户提供快件铁路干线运输
及物流服务。

据介绍，为进一步加强中原地区与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
等地区的互联互通，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制定常态化
服务电商运输方案，即日起至 12月 28 日，郑州始发的 G370、
G1564、G2025、G1286次高铁列车将持续装运高铁快运货物，
打造中原高铁快运高品质服务品牌。

《河南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
12月1日起施行

消防安全信用情况将
纳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本报讯（记者 李娜）记者近日从省政府获悉，《河南省消防

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将于 12月 1日起施行。《办法》施行后，
2003年 12月 8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河南省消防安全责任
制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办法》第二章专章明确了政府消防工作职责。同时，按照
单位、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火灾高危单位等不同性质，明确了各
自的安全职责。

《办法》明确，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消防安
全防范服务，定期开展防火检查巡查和消防宣传教育，对管理区
域内的共用消防设施和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进行维
护管理，及时劝阻和制止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消防车通道等行为，劝阻和制止无效的立即向所在地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消防救援机构报告。

《办法》提出，各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消防安全信用制度，将机
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和个人的消防安全信用情况纳入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依法依规实行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此外，《办法》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职
责，在涉及消防安全行政审批、公共消防设施建设、重大火灾隐
患整改、消防力量发展等方面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违反《办法》相关规定，不履行
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或者给予警告；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黄继光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全市组建24家医联体
让群众就医不出县、轻松就医，就要筑

牢基层网底。报告提到，全市组建医联体
24家，建设 20个远程诊疗中心，覆盖各基
层单位，开展远程诊疗 90万余例；组建 7
个县域医共体，覆盖 71家基层医疗机构，
累计开展远程诊疗 18.8 万例，双向转诊
16573人次（其中下转4955人次）。

实施县（市）人民医院提质升级工
程。中牟县人民医院、登封市人民医院、
巩义市人民医院、荥阳市人民医院、新郑
市公立人民医院、新密市中医院均通过
二甲评审；规划建设 34 个县级重点专
科，打造县域龙头，全市平均县域内就诊
率达到 90.7%。

加快基层机构标准化建设，实施社区
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每个街
道办事处或 3万~10万居民至少有一所政
府主导且符合国家标准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按计划全市需建 100家，今年 62家建
设任务，已基本落实到位的 46家；深入开
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启动17家社区
医院建设试点，2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7家乡镇卫生院达到国家标准，今年预计
新增 4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0家乡镇
卫生院达标。

同时，开展家庭医生智能化签约服务，
全市所有区县（市）全部推行智能化签约，
成立签约服务团队2045个，智能化在线签
约居民 380余万人,家庭医生通过移动终

端开展家庭医生随访、慢性病管理、健康知
识推送等服务 420万人次，让群众拥有身
边的健康管家。

将试行住院治疗“三级转诊”

让群众就医少跑腿、更方便，离不开智
慧医疗的打造。目前，我市建立了医疗健
康大数据中心，已汇集28家市县两级公立
医疗机构电子病历相关数据14亿多条，覆
盖 428.97万市民就诊记录，电子病历共享
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功能已在“郑好办”
App上线运行。

开展院内智能化服务，推行“就医一卡
通”，实现电子卡挂号、就诊、结算、查询等
健康服务；提供分时段预约挂号和预约检
查服务，减少排队等候时间；开展院内智能
导航，设立“自助服务区”，在自助机上为患
者提供办卡、充值、预约、查询、缴费、结果
打印等便捷的自助服务；开通诊间支付、床
旁结算服务，仅 7~8 月间，诊间支付患者
200多万人次，占总诊疗量的68%，床旁结
算出院患者达15251人次。

探索慢性病“处方共享”，已在市中心
医院及其周边 9家定点药店实施，累计开
出共享处方6万余张。

试行住院治疗“三级转诊”，群众通过
社会保障卡即可实现电子病历共享、在线
问诊会诊、住院转诊预约、住院费用结算等
服务，已选定郑大一附院、省人民医院、市
中心医院、登封市人民医院作为试点医院，

将于近期开展实施。

开展药品耗材联合议价
采购，药品平均降幅11.20%

持续深化医改，让群众就医得实惠、更
舒心。全市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和
医用耗材加成，年让利患者近亿元；全面推
开日间手术，手术术式达到215余种，有效
解决住院时间长、住院费用高等问题，同种
术式住院费用平均下降 20%以上；推进按
病种收付费改革，104个病种收费标准平
均 降 低 12%，实 际 报 销 比 例 提 高 5% ~
15%，有效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全面开展药品耗材联合议价采购，公
立医院落实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制度，推行
联合议价，药品平均降幅 11.20%、高值医
用耗材平均降幅 12.91%，每年让利群众
5.5亿元。

开展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设立“医
务社工部”、设置“健康教育显示屏”、聘请

“行风监督员”，开展“健康食堂”“卫生厕
所”“暖心热水”专项行动，实施精细化管
理，优化提升就医环境，致力打造花园式医
院、提供酒店式服务，群众就医体验得到明
显改善。

传染病疫情、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直报网络覆盖全市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完善疾控体系，才
能让群众健康有保障、更安全。报告提到，

我市建设了免疫规划智慧管理平台，国家
扩大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 98%以
上。传染病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报
网络覆盖全市，设置直报点324个，实现早
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规范建设发热门诊（哨点诊室），在
全市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建设发热门
诊，应建 70 个，已建 54 个，还有 10 家专
科医院设置了发热门诊；在具备条件的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发
热门诊，全市应建 47家，已建成 10家，年
底前全部建成；在不具备设置发热门诊
条件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建设发热哨点诊室，全市应建 153 家，已
建成 149家。

提升核酸检测能力，全市三级综合医
院、传染病专科医院、市疾控中心均具备核
酸检测能力，各县（市）均有具备核酸检测
能力的医疗机构；县级疾控机构中巩义市、
中牟县等 7 个区县均已具备核酸检测能
力，其他9区县（市）正在积极筹建。

加强校园疾病防控工作，把校园医务
室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管理，拟以市委
市政府两办名义出台《关于加强全市中小
学校医队伍和校园医疗卫生服务站（卫生
室）建设的方案》，推动学校卫生改革，提升
校园疾病防控能力。

下一步，我市力争用 2~3年时间构建
起布局均衡、服务高效、技术先进、保障有
力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善群众就医体
验，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