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五”时期，我省卫生健康
工作交出了怎样的时代答卷？未来
五年，我省将如何推动卫生健康事
业高质量发展？昨日，省政府新闻
办召开“开局十四五 奋进新征程”
之健康中原建设专场新闻发布会给
出了答案。

十大工程
◆公共卫生体系提升工程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工程

◆城市“四所医院”提升工程

◆县域“三所医院”提标扩能工程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提
升工程

◆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

◆人才科技生态系统工程

◆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提升工程

◆全民健康促进工程

◆“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工程

十大工程助力
实现四个目标

四个目标
◆健康水平更高

◆服务体系更优

◆健康服务更好

◆保障能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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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金水灿烂如金，新一轮希望之光再一
次照亮金水——“2021金水科创大会”在金水盛
装启幕。科技领域众多资深学者和 200多家国
内互联网知名企业以及行业龙头企业代表躬逢
盛会，华山论剑。

一个区级层面的大会，何以引得国内信息
产业界“无数英雄竞折腰”？那么，隐藏在这场

“大厨小宴”背后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呢？
揽英豪于襟下，逢盛世谋盛事。金水区举办

如此高品质、高品位、高质量的业界盛会，实则是
“金水实力”的彰显，“金水魅力”的散发——
2020年，金水区已成功跻身全国营商环境百强
区第 15位、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第 26位、全
国竞争力指数百强区第 46位、全国最具投资价
值城域百强榜。

背景决定高度，维度折射强度。早在今年 4
月 30日，一条特大“京喜”信息从首都北京传至
金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权威消息，点赞卓尔不
凡的金水区荣登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业特色优势明显、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产业基
础雄厚之“国”字号榜单。

品味这一殊荣，点睛之笔更在于，金水区获
评全市唯一一个受到国家督查激励和全省唯一
一个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特色
优势明显、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产业基础雄厚的
地方，而且，与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杭
州滨江区等 12个重量级城区“同框出镜”。本
次上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以信息安全作为
支撑，金水区信息安全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名片效应更加显现。

金水为什么姓“金”，金水何以顺风顺水?关
键词——金水敢于善于迎着“一轮红日”奔跑：信
息安全产业！

没错，聚焦信息安全产业，郑州金水科教园区
捷足先登，迎着“一轮红日”飞奔，耕耘不辍，创新
发力，倾力打造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之一，并将此
作为高质量发展支撑产业，围绕“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产业，紧盯“创新智城、品质金水”建设目
标，聚焦自主研发、安全可控，重点发展安全芯片、
5G网络安全等方向，铿锵前行，相继被纳入郑洛
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大数据（河南）综合
试验区、黄河科创走廊和郑州市信息安全产业规

划“一核两区一带”核心区布局、郑州市信息技术
服务产业集群“双高地一基地”建设范围。

历久弥坚，一飞冲天。2020 年 11 月，园区
勇立中原信息产业之巅峰，一举摘得“国家网络
安全创新应用先进示范区”称号，全国共有六家
获此殊荣。而站在巅峰的底气有赖于园区坚固
而前卫的“四梁八柱”：

——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增强，强强聚集
2017年，河南省、郑州市两级信息安全产业

示范基地在园区正式挂牌；河南省信息安全产业
协会等多个产业联盟相继落户园区，集聚200余
家产业联盟单位……目前，园区已拥有国家、省、
市级创新平台66个，7个项目获批国家级试点示
范；网络安全产业集群内专利申请量突破 1000
件，获得授权专利600件以上；信息安全龙头、骨
干企业研发投入总额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信
息安全产业规模今年将突破100亿元。

——发展环境不断提升，升堂入室
为提升信息安全产业承载空间，规划了“一

园两区、多点支撑、组团布局”的空间发展格局。
“一园”即河南省信息安全产业示范园，作

为产业基地一期工程，建筑面积 17 万平方米，
已正式开园，落地河南省涉密专用信息设备应
用示范基地（全国五大示范基地之一）等 30 余
家重点企业。“两区”分别为智慧城片区和智汇
谷北部片区，分别作为产业基地二期、三期工
程，围绕产业发展有序开发建设。“多点”是以园
区内河南新科技市场、河南外包产业园等已建
成的楼宇（群）为载体，建设多点分布的信息安
全专业加速器集群。

——创新活力全面激发，发发命中
利用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培育了一批技术、

产品优势突出的中小企业，构建形成层次分明的
“先锋队”。

其中，信大捷安先后参与制定 7项国家、部
门和行业标准规范，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解决
方案是国内唯一规模量产案例，服务于奥迪、宝
马等上百家汽车厂商。园区已形成产、学、研、
用、测、管全覆盖的产业优势，成为郑州乃至中原
网络安全产业之高地。

——信息安全产业链，连连获胜
依托区内的龙头、骨干企业，已初步形成安

全芯片+安全软件+安全终端+安全平台+安全
服务的产业链条。

在芯片领域，信大捷安面向C-V2X研制的
国密安全芯片关键指标居行业前列；在安全软件
领域，河南拓普等企业在移动安全、行业应用软
件和基础安全应用软件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果；在
安全终端领域，金惠计算机以深度学习为核心的
图像智能识别技术，打造了业界卓越的图像人工
智能产品和解决方案；在安全平台领域，信大捷
安的移动智能终端公共安全技术基础服务平台
已建成投用。

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金水科
教园区借助科创大会，将站在新高度，奋飞新强
度，聚焦“创新智城·品质金水”，聚焦信息安全、
人工智能、互联网经济等领域热点话题，加速科
技创新成果落地，助推郑州成为国家区域科技创
新中心、国家科创新高地，促进郑州市科创产业
能够更加高效地发展。

风云际会，八面来风。金水不负金色年华，
明天更加灿烂如金。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张一谦

金水科创 站在新高度 奋飞新强度
—写在2021金水科创大会开幕之际

挂牌时间：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6月3日
郑政出〔2021〕16号（网）土地，位于淮河西路南、汇龙

路西，使用权面积36384.58平方米，竞得人为河南国丰园
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47447万元。

郑政出〔2021〕17号（网）土地，位于魏河南路南、柳林
西路西，使用权面积75355.06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双茂
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125623万元。

郑政出〔2021〕18号（网）土地，位于魏河南路南、高皇
北路西，使用权面积25035.41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双茂
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41562万元。

郑政出〔2021〕19号（网）土地，位于东风路南、经二路
东，使用权面积78743.58平方米，竞得人为河南山顶金冠
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191663万元。

郑政出〔2021〕20号（网）土地，位于迎福街南、安泰路
西，使用权面积24228.76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玉安联合
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31597万元。

郑政出〔2021〕21号（网）土地，位于希望路北、建文路
西，使用权面积20708.36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兴和置业
有限公司，成交价24445万元。

郑政出〔2021〕22号（网）土地，位于希望路北、祥和路
西，使用权面积20384.55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兴和置业
有限公司，成交价24066万元。

郑政出〔2021〕23号（网）土地，位于黄埔路北、洛阳路

东，使用权面积16739.05平方米，竞得人为河南省招商美
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交价27820万元。

郑政出〔2021〕24号（网）土地，位于金岱路东、姚庄南
路南，使用权面积22061.04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兴源置
业有限公司，成交价29156万元。

郑政出〔2021〕25号（网）土地，位于南台路西、太白路
北，使用权面积39769.08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舜杰新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交价44810万元。

郑政出〔2021〕26号（网）土地，位于三全路南、流云路
东，使用权面积21067.9平方米，竞得人为河南惠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成交价32476万元。

郑政出〔2021〕27号（网）土地，位于金沙江路（杏贾
路）北、尧山路（杏园路）东，使用权面积 11909.36平方
米 ，竞 得 人 为 河 南 建 业 泰 宏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成 交 价
15880万元。

郑政出〔2021〕28号（网）土地，位于北岗路北、站前大
道东，使用权面积22234.56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德宸祥
苑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31098万元。

郑政出〔2021〕29号（网）土地，位于碧水路（炫月路）
北、灵山路（望桥路）西，使用权面积30173.5平方米，竞得
人为郑州万科建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交价 40655
万元。

郑政出〔2021〕30号（网）土地，位于红专路北、经二路

西，使用权面积23979.63平方米，竞得人为河南省多乐置
业有限公司，成交价63232万元。

郑政出〔2021〕31号（网）土地，位于红专路北、经二路
东，使用权面积27334.61平方米，竞得人为河南省多乐置
业有限公司，成交价74433万元。

郑政出〔2021〕32号（网）土地，位于纬四路南、未来路
西，使用权面积24705.74平方米，竞得人为河南新银基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交价67671万元。

郑政出〔2021〕33号（网）土地，位于兴隆铺路北、铁东
路东，使用权面积15540.52平方米，竞得人为河南民信置
业有限公司，成交价25814万元。

郑政出〔2021〕34号（网）土地，位于大河路南、桂圆北
街西，使用权面积53013.52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招商美
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交价60491万元。

郑政出〔2021〕35号（网）土地，位于郑西铁路客运专
线南、嵩山南路东，使用权面积11564.51平方米，竞得人为
郑州玉安联合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15496万元。

郑政出〔2021〕36号（网）土地，位于皓月路北、庄文路
西，使用权面积61392.03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融亮春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交价77014万元。

郑政出〔2021〕37号（网）土地，位于国基路北、柳林西
路东，使用权面积56092.64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市金水
碧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交价121936万元。

郑政出〔2021〕38号（网）土地，位于慧城大道（金城
大道）南、通雅路（新庄东路）西，使用权面积 55349.82平
方米，竞得人为河南弘与兴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 73874
万元。

郑政出〔2021〕39号（网）土地，位于金光路（新兴街）
南、胖庄西路西，使用权面积62989.56平方米，竞得人为河
南友耀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70191万元。

郑政出〔2021〕40号（网）土地，位于金光路（新兴街）
南、天山路西，使用权面积 101220平方米，竞得人为河南
友耀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113786万元。

郑政出〔2021〕41号（网）土地，位于金山路北、文化路
西，使用权面积 45884平方米，竞得人为郑州聚合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成交价55740万元。

郑政出〔2021〕42号（网）土地，位于新城北路南、龙津
路（迎宾东路）东，使用权面积97767.06平方米，竞得人为
郑州舜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交价130247万元。

郑政出〔2021〕43号（网）土地，位于十八里河路南、玉
山路西，使用权面积50426.87平方米，竞得人为河南中珂
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64189万元。

郑政出〔2021〕44号（网）土地，位于齐达路（樊楼路）
南、大庄街（支五路）西，使用权面积44598.76平方米，竞得
人为郑州名兴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68154万元。

2021年6月8日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示

收官“十三五”
群众就医获得感明显增强
“十三五”时期，我省居民健康水平显

著提高。全省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7.7岁，
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
亡率分别由 4.35‰、5.91‰、10.46/10万降
至 3.21‰、4.67‰、9.27/10万，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由 6.73%提高到 26.76%，主要健康
指标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健康资源供给不断增加。2020 年全
省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6.71
张、执业（助理）医师 2.78 人、注册护士
3.06 人，分别比 2015 年增长 30%、32.4%
和 41%。

健康保障水平持续提高。人均基本公
共卫生经费达到 74元，比 2015年增加 34
元，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一老一小”照护
服务发展较快，现有医养结合机构344所、
床位5.2万张，婴幼儿托育机构2616个、托
位10.9万个。

群众就医负担明显减轻。个人卫生费
用支出占比不断下降，药品和耗材加成全
面取消。基本药物目录品种由520种增加
到685种。

健康扶贫攻坚战全面打赢。如期实
现贫困人口基本医保覆盖率、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率、贫困村卫生室和合格村医
覆盖率“三个 100%”，贫困人口医疗费用
报销比例、县域内就诊率“两个 90%”目
标，有效保障全省 162.1 万因病致贫人口
全部脱贫。

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去年 3
月 28 日以来，全省没有新增本土确诊病
例，境外疫情在我省保持零传播。

发力“十四五”
卫生健康事业定下“四个目标”

“十四五”时期，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将
聚焦高质量发展，实现“四个目标”：健康
水平更高——人均预期寿命比“十三五”
末再提高 1岁，主要健康指标持续优于全
国平均水平；服务体系更优——资源总量
适度增加，配置更趋均衡，利用更趋合理，
体系更加健全；健康服务更好——以健康
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基本建立，分级诊疗制
度更加完善，服务效率显著提高；保障能
力更强——投入明显增加，保障水平明显
提升，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

为实现“四个目标”，省卫生健康系统
将重点抓好“十大工程”：公共卫生体系提

升工程，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健全重大

疫情救治体系，完善医防协同机制、监测预

警机制、应急响应和处置机制；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工程，构建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省医学中心、省区域医疗中

心、县域医疗中心“四级中心”联动格局，

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

城市“四所医院”提升工程，每个省辖

市重点建好1所公立综合医院、1所公立中

医院、1所公立妇幼保健院、1所公立儿童

医院，全部达到三级水平；

县域“三所医院”提标扩能工程，每个

县（市）重点建好1所公立综合医院、1所公

立中医院、1所公立妇幼保健院，加快提质

改造和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全面提升县域

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提升工

程，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综合服务

能力全面达标，300所达到二级医院水平；

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健全服务网络，

提升服务水平，增强创新能力，打造河南中

医药出彩名片；

人才科技生态系统工程，培养 1万名

医疗技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创建国家级

科技创新平台；

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提升工程，聚焦

“互联网+医疗健康”、健康大数据应用等

关键领域，推进深度融合发展；

全民健康促进工程，创新发展爱国卫

生运动，培养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

持续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工程，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实施三孩生育政策，每千人口
拥有 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 4个，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聚焦期盼
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多健康实惠

省卫生健康委主任阚全程表示：“‘十四
五’时期，我们将始终聚焦老百姓最关心的、
最期盼的，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
康，为此，我们将以健康中原行动为引领，从
预防、治疗、控费三个方面持续发力。”

让老百姓少生病。创新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让老百姓生活环境更优化。到2025

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要达到 93%，全省

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要达到 90%，省

级及以上卫生城市、县城全覆盖，打造健康

细胞不少于 3000 个，15岁以上人群吸烟

率下降到23%以下。

让老百姓看好病。围绕“大病不出县、

疑难重症不出省”目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

扩容下沉，提升服务质量。做实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持续推进县（市）人民医院提质

升级，在县域设置 40所三级综合医院、20

所三级中医医院和10所三级妇幼保健院，

力争使全省 80%县（市）人民医院达到三

级医院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标

准，让农村居民就近享受高质量、全方位的

健康服务；扩增优质医疗资源。在建好儿

童、心血管2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基础上，

再争创呼吸、神经疾病等 3~4个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规划设置 60个“省级区域医疗

中心”。

让老百姓少花钱。做好国家集中采购

药品临床使用管理，深入开展高值医用耗

材专项治理，降低药品耗材价格；做好按病
种付费改革，实现医保基金集约高效使用。

回应关切
力争年底前疫苗接种人口超七成

为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十四
五”期间，我省将支持河南省中医院创建

中医肿瘤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好 12 个

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26 个省

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和 32个省区域中医专

科诊疗中心；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

馆全覆盖，争取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和 70%以上的村卫生室能够

提供中医非药物疗法；所有三级中医医院

和 70%的二级中医医院设置规范化康复
科，二级以上中医医院全部设置治未病科
和老年病科。

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络，守牢公共卫
生安全底线。“十四五”末，我省将全面建成
省市县三级癌症、慢阻肺、糖尿病防治网
络，初步建立覆盖全省的心脑血管疾病 1
小时黄金急救圈，每个县至少有 1家精神
卫生专业机构，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
种率达到 90%以上。同时，毫不松懈抓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加快新冠疫苗接种，
争取今年 6月底覆盖总人口的 40%，年底
前覆盖总人口的70%~80%。

我省明确“十四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目标

河南人均预期寿命2025年将超78岁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京儒

我市工程竣工验收标准化
成果将在全省普及推广

本报讯 为规范工程竣工验收工作标准和操作规程，严把工程质量
“出口关”，市城建局质监分站创新举措编制《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验收标准化实施指南》，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据介绍，市城建局质监分站坚持标准先行，组织编制了《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验收标准化实施指南》，细化验收内容标准和操作规
程，特别是实测实量操作方法，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可操作性，对规范验收
程序，验收组织和验收操作等，夯实五方责任主体验收责任，确保验收工
作科学性和可追溯性，提高验收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此外，坚持
试点引路，用实践检验完善标准规程；开展培训交流，以点带面全面推行。

昨日，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调研组到市城建局质监分站调研，认
为郑州市城建局质量管理标准化工作走在了全省行业前列，编制的验收
标准化成果内容翔实、创新点多、可操作性强，下一步将在全省范围内进
行普及推广。 （通讯员 余丰茹）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查纠整改扎实推进

（上接一版）整治顽瘴痼疾要动手动刀，要迎接组织好评估验收，通过提高
速度，提高办案质量，提高群众满意度，确保圆满完成教育整顿查纠整改
环节任务。

市委副书记周富强表示，教育整顿查纠整改环节已经进入冲刺阶段，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聚焦重点，明确时间节点，找准发力点，进一步抓好重点
线索核查；要促进政策入脑入心，要发挥案例引领作用，要确保政策尽快兑
现，进一步抓好宽严政策落实；要紧盯“部门+环节”，紧盯“人+事”，紧盯

“整改+立制”，进一步抓好顽瘴痼疾整治；各级政法委书记要切实履行好教
育整顿办主任的职责，政法各单位“一把手”要严格落实直接责任，进一步
抓好组织推动，全力推进案件线索办理和顽瘴痼疾整治工作，向党和人民
交上一份合格答卷，以政法队伍的新气象新作为迎接建党100周年。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二十五次会议

（上接一版）不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效果；组织开展书画、摄影、征文、演讲
等系列活动，积极营造“永远跟党走”的浓厚氛围；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结合正在开展的代表“连心桥”主题活动，多办实事好事；贯彻
落实市委要求，高质量推进宪法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郑州宣教基地建设，
为普及宪法知识、增强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宪法实施作出贡献。

副市长吴福民，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志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刘海奎，市监察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市人大议题相关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委厅室负责人，市纪委监察委驻市人大常
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人列席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春阳、蔡红、袁三军、王福松、孙黎、宋书杰、
蒿铁群参加会议。

又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昨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
十四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荃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补选省十三届
人大代表情况的说明。听取了关于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议程、日程、出列席人员名单（草案）的说明。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春阳、蔡红、袁三军、王福松、孙黎、宋书杰、
蒿铁群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