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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点评

（广告）

“厕所革命”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段平 通讯员李

葭）近日，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面向全国开展的“青少年创客示范

工作室”创建工作公布入选名单，经

过专家对申报材料的统一评选，共

有35家单位入选创建名单。市科
技馆青少年创客工作室是我省唯一

一家入选单位。

本次创建工作旨在提高青少年

的创新精神和动手实践能力，提升

青少年科学素质，培养科技教育欠

发达地区青少年参与创客活动的兴

趣，满足广大青少年对科技教育实

践活动的新需求。

市科技馆青少年创客工作室分

为三个主题，包括创客机器人工作

室，主要为青少年开设非编程机器

人、编程机器人、仿生机器人等课

程；电子制作工作室开设有电子百

拼、智能电路搭建、智能控制探究

等课程；模型创意工作室为青少年

群体开设航模、车模、建筑模型等

多种创意模型设计与制作课程。目

前，这些工作室均面向公众开放，

开放时间与科技馆同步，均为周三

至周日开放。⑥4

市科技馆青少年创客工作室

入选全国示范工作室

本版编辑 田 巍 余耀耀

2017年全市民生亮点回眸之四

本报记者 段平 实习生 李函果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2017年，我市围绕“健康南阳”
建设，重点实施“医疗高地、中医药

强市、医养结合”三大发展战略，卫

生计生工作有序推进，更好地为广

大民众提供优质安全的医疗卫生服

务，力求人人享有更公平、更多样、

更安全、更有效的健康服务。

亮点直击——
医院搬进养老院
入住老人更安心

冬日里，记者走进位于新野县

社会福利中心院内的老年病医院，

感受到浓浓暖意。医护人员耐心细

致地为入院老人进行康复治疗，整

洁舒适的就医环境让老人们一时忘

却病痛、安心养病。

81岁的参战老兵徐荣合入住光
荣院已是第八个年头了。这两天老

人感到心脏不舒服，转到老年病医

院治疗。徐荣合乐呵呵地告诉记

者：“自打院里搬来了医院，这里的

老人们有个头疼脑热啥的都能得到

专业治疗，看病可方便了。医务人

员的态度好、服务周到，我很满意。”

像新野县老年病医院入住养老

机构实现医养结合的新模式在我市

还有不少。记者先后在卧龙区康宁

养老基地和宛城区乐如家养老服务

中心看到，除了具备完善的硬件设

施和配套服务外，这两家养老机构

都与医院相结合，走出了集医疗、康

复、休闲、养老为一体的医养结合新

路子。

2017年以来，我市把推广“医养
结合”模式作为全市医疗卫生体制

改革工作的重点，多措并举，强力推

进，成效凸显。截至目前，全市共确

定医养结合工作试点单位40家，有
医养服务床位数 1200张。去年以
来，入住老人863人次，从事医养服
务人员357人，开展医养服务床位
占总床位比例达到35%，老年人入
住比例达到71%，高于全国养老院
平均入住率19个百分点。

全景纵览——
深化医改显成效
医疗服务上台阶

卫生计生工作与广大老百姓的

利益息息相关。2017年，全市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加速发展，城乡居民

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加强龙头医院建设。市第一人

民医院、南阳医专一附院2017年成
功创建为“三甲”医院，南阳医专二

附院、张仲景医院晋升三级医院。

至目前，全市三级医院达9家，其中
6家为“三甲”医院。44家县级公立
医院、19家城市公立医院全部执行
了药品零差率销售。

推进重点卫生项目建设。市中

心医院示范区医院、市口腔医院新

院、市骨科医院新院等项目被市政

府列为全市重点项目，实施了24个
中央投资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项

目，总投资2.17亿元，已竣工16个，
主体完工3个；加强重点专科建设，
全市西医类建设有国家级重点专科

1个、省级重点专科4个、重点培育
专科17个；中医类有国家级重点专
科、重点培育专科各1个，省级重点
专科、特色专科22个。

提升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经

费标准提高到人均50元；建立健康
档案90.8万份、电子健康档案89.3
万份；免费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

筛查；实施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全市接种一类疫苗208万多剂次，
接种率均大于95%，各类突发卫生
应急事件得到有效处置。

全面实施中医药强市战略。确

定了八项产业任务，筛选了60个项
目，总投资额200亿元，目前已开工

建设36个项目，完成投资33亿元；
在基层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全市

县级中医院设立10家“治未病”中
心，在综合医院设立 15家“仲景
苑”，在乡镇卫生院及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建设198家“中医堂”，85%的村
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

新闻延伸——
医疗制度更健全
健康水平再提升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增

强，百姓对政府保障人民健康、提供

基本卫生与健康服务寄予更高期

望。2018年，我市将进一步完善覆
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

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城乡

居民医疗保障水平、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都将得到显著提高，卫生计生

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居民健康水平

将进一步提升。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加

强，我市将进一步推进省级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实施“医疗、医保、医

药”联动，把医改的着力点放在实

施分级诊疗制度、开展城市和县级

公立医院改革、建立现代医院管理

制度、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

行惠民便民政策、建立健全综合监

管等方面，全面取消以药养医，持

续减轻群众看病负担。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还将大力推进，缩小区域之间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差距；实施卫生人才

培育培训计划，加强全科医生队伍

建设；加快推进实施智慧卫生工

程，努力实现居民健康自我管理的

“一站式”服务；大力开展健康促进

和全民健身运动；扎实推进基本和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加强老年

人、妇幼、残疾人、流动人口等重点

人群健康工作；深入开展健康扶贫，

有效解决因病致贫返贫问题。

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健康养生、

中医保健服务、治未病中的主导作

用，做大做强中医药文化产业；进一

步加强出生人口监测和人口基础信

息管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和出生

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积极推进医

养结合工作，不断提高卫生计生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创新医改惠民生 铺就百姓健康路

在新野县社会福利中心院内的老年病医院，医护人员为入住老人治疗

本报记者 段平 通讯员 胡丰旺 摄

□段平

随着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

提高，群众对改善医疗卫生服务有

了更多期待，人们更加重视生命质

量和健康安全,不但期盼能看得上
病、看得好病,更期盼能不得病、少
得病,看病更舒心、服务更贴心。

回眸刚刚过去的2017年，我市
在改善民生、解决“病有所医”的过

程中，坚持从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

深入实施“健康南阳”战略，推出了

多项得力举措，如加快公立医院的

综合改革，全面执行药品零差率销

售，实施医养结合战略，开展健康扶

贫，不断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等，

为群众提供更为安全、优质、便捷的

医疗卫生服务。

让健康福祉惠及全民,以全民健
康助推全面小康。新的一年里，我市

仍将以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为中

心,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
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

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南
阳”建设,织就全方位医疗保障大网,
为群众撑起一把健康“保护伞”。⑥4

让健康普惠城乡居民

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工

信部、国家标准委将《电动自行车安

全技术规范》国家标准报批稿向社

会公示。新标准对车速、重量、外

形、电池等关键指标严格规定，明确

电动自行车主要用于“短途代步”功

能，并要求全文强制执行。

工信部数据显示，当前，我国

已成为全球电动自行车生产和

销售第一大国，全社会电动自行

车保有量约 2亿辆，年产 3000多

万辆。

电动自行车越来越多，也越开

越快，安全隐患与日俱增。当前我

国仍沿用1999年发布的《电动自行
车通用技术条件》为标准，不能适应

行业发展。

“自 1999年至今，我国多次对
标准进行修订，因为种种原因都没

有到公示环节。”中国电子技术标准

化研究院标准管理与服务中心主任

郝文建说，标准的滞后使得十余年

来，电动自行车行业“肆意生长”。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高延

敏说，此次公示的标准突出亮点就

是明确电动自行车“短途代步”功

能，并以此延伸对相关指标进行严

格管控。

新标准在对近几年发生的各类

事故分析基础上，针对性地增加了

防火性能、阻燃性能、淋水涉水性

能、防失控、充电器保护等安全内

容。由原来的部分条款强制改为全

文强制执行，消除了“非否决项”留

下的漏洞。

工信部表示，新标准一经通过

正式实施，将为企业进行产品升级

预留半年到1年过渡期。消费者已
购买的不符合新标准的电动自行

车，将通过纳入机动车管理、自然报

废、以旧换新、折价回购等方式，在

几年内逐步化解。该报批稿在工信

部、国家标准委网站面向全社会公

示30天。⑥2

告别十余年“肆意生长”

电动自行车将迎新国标

�近日，市城管
局、市月季协会联合举

办“迎世界月季洲际大

会、建世界月季名城”

月季修剪技能竞赛，

200余名园林工人参
赛 ⑥5
本报记者 李贺 摄

坚决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为持续打好打赢环境污染防

治攻坚战，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

质量，经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在市中心城

区（高速环线以内）实行大气管理

“十禁止”：

1.禁止“六全”措施和“三员”
管理制度未落实到位的各类建设

工地开工建设。

2.禁止未覆盖或覆盖不到
位、未安装GPS定位系统的渣土、
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违规上路。

3.禁止过境重型货车入市，
一律绕行雪枫路、信臣路、长江北

路、北京路和环城高速；禁止大中

型货运车辆 7:00至 21：00入市
内；禁止客、货黑烟车辆在中心城

区道路通行。

4.禁止生产、存储、运输、销

售、燃放烟花爆竹。

5.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垃圾
及露天烧烤。

6.禁止存储、运输、销售、使
用散煤行为。

7.禁止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或设施不正常使用的餐饮饭店营

业。

8.禁止未安装油气回收设施
或设施不正常运行的加油站运

营；禁止未安装废气净化设施或

设施不正常运行的汽车4S店、汽
修店运营。

9.禁止未覆盖或覆盖不完全
的建筑垃圾、沙石堆、物料堆露天

堆放。

10.禁止未落实全封闭防尘
措施的商砼站和石材加工企业生

产运营。⑥2

2018年南阳市中心城区
大气管理“十禁止”

本报讯（记者赵勇）1月15日，
记者从市物价办获悉，2017年度价
格投诉举报情况分析报告出炉。去

年，市物价办价格举报中心共受理

价格举报投诉咨询2097件,办结率
为100%。经调解，全年共退还多收
费用22684元。

与2016年相比，2017年总的价
格投诉受理量有所下降，但停车收费

方面的投诉量增加。2017年，价格
投诉举报咨询受理量排名前五的行

业分别是：停车收费（364件）、交通
运输（217件）、物业管理（191件）、资
源价格（117件）、医药（104件）。

2017年，由于一系列针对性监
管措施的施行，我市旅游行业价格

投诉40件，同比下降21%，网购价
格投诉72件，同比下降18%，消费
环境明显改善。

下一步，市物价部门将重点关

注物业收费、节假日和特殊天气市

场价格，确保12358举报电话畅通，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大对物业

管理收费的监管力度，加强节日期

间市场价格监管，强化价格舆情监

测，特别对餐饮、旅游、交通、停车收

费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行业的价

格监管。⑥4

去年我市受理价格投诉咨询2097件

停车收费投诉排名居首

本报讯（特约记者封德）“这里

的厕所干净漂亮又分布合理，在欣

赏美景的同时，不用为找厕所而犯

愁。”日前，来自陕西省西安市的退

休职工吴女士在游览西峡恐龙遗迹

园景区时发出这样的感慨。

恐龙遗迹园是国家5A级景区，
年接待游客60多万人次。去年5月
份以来，该景区立足客流量大、游客

如厕难的实际，投入500万元实施
厕所升级改造工程，新建厕所3座、
增加厕位32个，全部按3A级顶格
设计，还增加了第三卫生间和休息

区，保证游客在5分钟内步行就能
找到厕所。一位坐在厕所休息区座

椅上喝水看电视的游客告诉记者：

“厕所内配套设施很完善，保洁非常

到位，没有任何异味，坐在这里休息

很舒适。”

在老界岭景区索道入口处，“第

三卫生间”的标识非常醒目，在10
多平方米的空间里，顺次设置了成

人和儿童坐便器、小便器和洗手池，

周边安装了不锈钢抓栏，方便儿童

和残障人士如厕；坐便器旁边还设

有警报呼叫器，只要轻轻一按，铃声

立即响起。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个

装置主要是方便残疾和老年游客，

他们独自如厕时一旦发生紧急情

况，可马上呼救。

恐龙遗迹园、老界岭景区厕所

的蝶变，仅是该县实施“厕所革

命”的一个缩影。2015年以来，该
县累计投资 3400万元，在全县 16
个A级以上景区及旅游环线，新建
改扩建标准化旅游厕所 92座、厕

位 1543个 ，增 设 第 三 卫 生 间 52
座。厕所干净了，环境变美了，游

客满意度提高了，旅游文明程度

也随之提升，游客接待量呈两位

数增长。

景区城区互动影响，城市乡村

全域提升。西峡县在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中，将公厕建设作为一项

重要的基础工程、文明工程、民生工

程来抓，把“厕所革命”融入全域旅

游、美丽乡村建设和文明城市创

建。仅今年以来，该县在城区新建

A级公厕 6座、升级改造老旧公厕
23座，全部编号，树立导识、标识牌，
安装红外感应自动冲洗装置，全天

候免费开放。

厕所小空间展示大文明，建好

还得管好。该县在公厕管理上，实

行一人一厕，专人专管，全天保洁，

“五净六无两好”的行业标准，即达

到地面净、蹲台净、门窗净、便池净、

周围环境净；便槽无杂物，厕内外无

乱写、乱画、乱堆乱放，定期消毒无

蝇蛆，厕内无明显臭味，上水通畅、

下水无堵塞，厕内无蛛网；管理员服

务态度好，设施管理好。与此同时，

该县要求沿街商户和60多家企事
业单位内部厕所免费向居民开放，

方便居民就近如厕。

公厕是丈量一个城市文明程度

的标尺，折射出城市的管理能力和

服务水平。西峡的“厕所革命”为城

乡环境带来了新气象，成为伏牛深

山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既增加了山

城西峡的“美丽颜值”，又提升了城

市文明形象的“内涵气质”。⑥4

小厕所折射大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