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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强调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家门口的“15分钟医疗圈”便捷老乡看病
冬日的严寒，抵不住心底的牵挂。

2014年 12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苏镇
江丹徒区世业镇卫生院，了解农村医疗卫生事
业发展和村民看病就医情况。

“当时天冷，握手时我本来只伸了一只手，

另一只手揣在口袋里， 但是他两只手握住我，

我赶紧把另一只手也伸了出来。”

当时在场的魏定瑜老人感受到的，不只是
习近平总书记手心的温度：“那天，总书记除了
询问身体情况， 还关心我们看病方便不方便、

医疗费用贵不贵、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满意不
满意。”

4年多后的今天，75岁的魏定瑜还时不常
来到卫生院，在自助设备上测血压，心里还牢

牢记着总书记的叮嘱。

病有所医，是老百姓基本的需求，也是
总书记深深的牵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
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
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决好基
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一点一滴的努力，跬步千里的跃升。近年
来，世业镇卫生院与镇江康复医疗集团联合成
立心血管、糖尿病等 5 个联合门诊，除配齐常
规科室外，还配有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
医疗设备。

魏定瑜也明显感受到卫生院的变化：“虽

然是在镇上， 但也可以接受到市级医院的治
疗。”老魏前一阵膝盖疼，卫生院副院长郑文慧
给他拍了个片子，当即传送至镇江市第一人民
医院，一分多钟医生诊断已经回传：骨质增生。

“从挂号到拍片，我只用了 5 分钟，花了 12 块
钱。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镇卫生院之变，折射出镇江医改向前迈出
的坚定步伐。通过远程会诊、分级诊疗，基层医
院和当地三甲医院建立起联合诊疗机制，老百
姓越来越享受到家门口“15分钟医疗圈”的更
多便捷实惠。

如今， 世业镇居民在卫生院门诊就诊率
由 2015 年前的 63% ， 提升到 2018 年的
81.6%。

?记者手记】
家门口的卫生院建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群

众的身体健康。

世业镇，浩浩长江中的“一座小岛”。在过
去，全镇约 1.4万老百姓“既怕病要命，也怕交
通要命”。

2014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世业镇卫
生院考察后，这家乡镇卫生院带给居民的“健
康红利”正在逐渐释放，“小病不出岛”正变为
现实。

魏定瑜所体验到的 “分分钟联网挂专家
号”，是如今很多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强起来”

的缩影———当前，我国已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着力打造家门口的
“15 分钟医疗圈”。老百姓对“病有所医”的期
盼，正转化为看病就医实实在在的实惠。

“习近平的民生关切事”之“病有所医”篇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这一重要论述，赢得全社会强烈共鸣。
回应民生期盼，把握时代脉搏。从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到发布《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努力实现让人民群众“病有所医”的民生承诺。一幅
健康中国的崭新图景正在一步步绘就。 ■新华社记者

故事一

“三保险、三救助”兜底保障贫困人口就医
地处吕梁山区深处的山西省岢岚县，山大

沟深、坡陡地瘠。

道阻、家贫、病疾，紧紧捆绑住了这里的乡亲。

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赵家洼村王三女一
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

年轻时，王三女就患上风湿性心脏病和高血
压，这些年又引发慢性支气管炎。雪上加霜的是，

前些年丈夫、儿子相继离世，儿媳妇也离了家，

患有残障的孙子、孙女只剩她一人独自拉扯。

2017年 6月 21日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走
进这位特困户的家， 安慰王三女好好生活，叮
嘱当地干部安排好她孙子和孙女的特殊教育。

这份温暖，让王三女铭记在心。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一脱贫路上的“拦
路虎”， 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解决好
的问题。在岢岚县考察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
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

要求对因病致贫群众加大医疗救助、 临时救
助、慈善救助等帮扶力度。

如今，随着整村搬迁，王三女从土坯房搬
进了新楼房， 经常有家庭医生上门送医送药。

去年，王三女住了两次医院，总费用 8914.3元，

自己只花了 525.77元。

岢岚县医疗保障局局长程富生说，近两年

来，我们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提出的要求，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今年上半年住院 3967

人次，总费用 2613.24万元，通过“三保险、三救
助”报销补偿后，贫困户报销比例超过 90%。

“三保险、三救助”，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7

年在山西考察工作后，山西省为化解因病致贫
而实施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 通过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报销等，实现对贫困
人口看病就医的兜底保障。

到 2018年底，王三女一家三口成功脱贫。

年近七旬的她由衷感慨：“赶上了好时代，是咱
最大的福气。”

【记者手记】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

一年活白干。”

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农民怕生病、病不
起的真实写照。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是牵挂。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
怀下，截至目前，我国已有 670 万户因病致贫
返贫户实现脱贫，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
病种数量增加到 25种。

摸清因病致贫人口的“底子”，开出破解看
病难、看病贵的“方子”，未来两年内，我国将精
准补齐医疗保障政策短板，让更多“王三女们”

走出因病致贫返贫之困。

故事二

把好质量关，让百姓用上安全可靠放心药
“安全、可靠、放心”———4 年前，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
公司,对药品生产提出这样的要求。

“4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已成为我们
每个人心中的座右铭，时刻不忘。”公司生产副
总经理尤海涛说。

时值三伏天，尤海涛也穿戴一身整齐的工装。

担任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后，尤海涛更加
明白一粒小药片背后的民生关切：“小小一粒

药，是一个企业对药品安全、有效、创新的责任，

它承载的是人命关天，也决定着企业生死。”

“药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每家制药企
业都必须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使每一种药、每
一粒药都安全、可靠、放心。”站在当年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时到过的车间里，尤海涛一字不差
复述着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他告诉记者，将这些话烂熟于心，不仅因
为这是总书记交办的“任务”，更要时刻警醒自

己，一粒小药片，关系着群众生命安全，容不得
丝毫马虎。从动物脏器全程冷链运输、实时记
录温度，到设计并建设了国内先进水平冻干粉
针生产车间、全自动侦检机实现产品真空密封
性逐瓶检查，再到每条无菌生产线每半年进行
一次培养基模拟灌装试验……

“牢牢把好药品质量关。”尤海涛说，“想要
企业发展永远在路上，药品质量安全就得永远
在路上。”

【记者手记】
药品安全，人命关天。

新药好药的便捷可及，更是千万患者的迫
切希望。

抗癌药零关税、加快新药审批、建立全程
追溯制度……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打出组合拳，致力
于把“安全、可靠、放心”写入药品生产销售使
用全流程。随着政策红利逐步释放，更多患者
将用上放心药、廉价药。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9日电）

故事三

疏堵结合确保生态环境长治久安
浦东新区第一时间整治环境扰民问题，加强管理避免问题返潮

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进入夏季，生活垃
圾和夜排档扰民问题突出，正在上海开展的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便发现了一系列相关问题。上
海各区即知即改，力争第一时间解决老百姓的
烦恼，并加强长效管理，避免问题返潮。

生活垃圾中转站雨污分流
新坦瓦公路上的周浦生活垃圾中转站投

运至今已有 11年， 承担着周浦镇及康桥镇的
居民生活垃圾中转运输任务，现在日均垃圾转
运量约 370吨。今年 7月 20日，这个中转站被
中央第一生态环保督察组在专项下沉督察中
发现，未实施雨污分流，雨水和污水全部排放
进了污水管网。

针对问题，上海浦欣清运保洁服务有限公
司委托浦东建筑设计院设计了中转站的雨污
分流项目。该工程于 7月 22日开工，7月 31日
完成了污水分流和排放竣工验收，并取得污水

纳管排放证明；8月 1日完成雨水分流和排放
竣工验收，并取得雨水纳管排放证明。

8月 8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完成雨污分流
工程的周浦生活垃圾中转站，可以实现对冲洗
水、雨水和污水的精细化管理。

据上海浦东建筑设计院工程师叶标介绍，

整改后，中转站内收集的雨水被分为初期雨水
和后期雨水。 初期雨水与冲洗中转站地面、设
备和进出车辆产生的污水一起通过分流井、调
蓄池、格栅井等，进行环保处理后，达标排入市
政污水管网；后期雨水，比如暴雨期间的溢流
雨水，则收集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如果不实施雨污分流，进入台风多发天
气后，大量雨水可能集中在短时间内涌入污水
管网。”周浦生活垃圾中转站站长季渊表示，此
次新建的大口径雨水管道，可以从容应对暴雨
天气产生的大量排水需求。

食品流动摊贩疏堵结合
曹路镇的金群苑小区外来人口居多，出租

户是自住户的 2.8倍，租客多为白领、工人等。

小区周边的人行道成了夜排档的聚集区，还形
成了颇具规模的固定摊位，从晚间“热闹”至次
日凌晨，油烟、噪音、地面油污、生活垃圾严重
影响了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

7月 19日，接到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交办
的信访件后，曹路镇迅速反应，制定整治方案。

当晚 22 时 30 分， 由曹路镇城管执法中队牵
头，镇城运中心等部门联合对金群苑周边夜排
档进行集中整治， 当场暂扣水果卡车 1辆、电
动三轮车 7辆、煤气罐 3个、烧烤架 2台，还有
雨伞、电子秤和桌凳等若干。整治完成后，曹路
镇安排市容特保队员固守至第二天清晨。

针对夜排档易回潮特征， 曹路镇还落实

了阶段性固守，每天 22 时前，曹路镇第三联
勤联动工作站反复巡查相关区域；22 时至第
二天 4 时，4 名市容特保队员固守金群苑西
门，同时兼顾东门，确保金群苑周边无夜排档
乱象。7 月 19 日至今， 金群苑周边共整治乱
设摊、跨门经营 80 处，处置非法营运车辆、水
果卡车 46 辆。 为增加违法摊贩的违法成本，

曹路镇还与交警部门协商，自 8 月 1 日起，专
项整治暂扣的车辆直接由交警部门没收处
理。

仅靠堵，整治效果并不理想，还须建立疏
堵结合的长效机制。根据规划，金群苑南面的
恒越广场商业综合体将于今年 10 月开业，将
解决周边区域居民的餐饮消费需求。 近期，曹
路镇还计划与浦东新区相关部门沟通，在金群
苑周边设置一些通过备案的临时餐饮点位，进
一步解决当地居民就近用餐的需求。

巴西圣保罗州州长访问上海
本报讯 昨天上午，副市长许昆林在市府大厦贵

宾厅会见了巴西圣保罗州州长若昂·多利亚一行。

市报协产生新一届理事会
本报讯 上海市报纸行业协会第五届会员大会

昨天下午在上海报业大厦举行。全体会员代表审议
通过了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修改协会章程报
告、财务收支情况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市报协领
导机构和领导成员。

会议指出，在新的时代、新的起点上，上海市报
纸行业协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根
本遵循，在推动报协工作中展现新作为；搭建合作
交流平台， 在加强长三角报业联动中有新发展；乘
势而上，顺势而为，在推动上海报业深度融合、整体
转型中有新突破；加强学习调研，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在强化服务上有新举措，为上海报业创新发展
作出新的贡献。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监事会。尹明
华当选第五届上海市报纸行业协会会长。

扫码重温
“今日中国”

“今日世界”

2005年 8月 10日， 中国人民银行
上海总部揭牌仪式在上海举行。

缘何成立央行上海总部？上海总部
又将给处于变革中的中国金融业带来
什么？

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用
“应运而生”来形容上海总部的成立。他
认为，这是新形势下进一步完善我国中
央银行体制、更好地发挥中央银行在宏
观调控中作用的制度性安排。

成立央行上海总部，是为了围绕金
融市场和金融中心来加强中央银行总
行的调节职能和服务职能。

对于正在全力推进国际金融中心
建设的上海来说，央行上海总部的成立
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据《人民日报》报道，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专家认为， 由于央行以及几大国
有商业银行的总部均在北
京， 上海开展金融创新的
决策程序比较困难。 他表
示， 央行成立上海总部为
上海的金融改革提供了基
础性的支持作用， 有利于
上海金融创新过程更加畅
快。 （记者 倪佳 整理）

浦东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完成开航前最后一次验收

62万平方米卫星厅即将投运

本报讯 （记者 李晔）继 7月 12日完成
竣工验收后， 备受瞩目的浦东机场三期扩建
工程，昨天正式通过民航专业工程行业验收。

浦东机场三期扩建工程于 2015年 12月
29日全面开工，由航站区工程、飞行区工程、

生产辅助设施工程和市政配套工程等四部分
组成。 其中，62万平方米的卫星厅及捷运系
统和 95万平方米的港湾停机坪是核心工程。

浦东机场卫星厅是全球最大单体远距离
卫星厅，由两座中央大厅 S1、S2相连组成，能

提供 86—125个各型机位。西侧 S1与浦东机
场现有 T1航站楼共同运行， 可实现年旅客
吞吐量 3680万人次，主要服务于东航、上航
及天合联盟；东侧 S2与浦东机场现有 T2航
站楼并肩作战，可实现年旅客吞吐量 4320万
人次，效力于南航、国航及星空联盟等。

浦东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实现了超大繁
忙机场的不停航施工。2018年 10月，北港湾
11个远机位和 4座滑行道桥首先通过行业
验收并投用。 今年 4月，T1、T2站坪调度中

心通过行业验收，在移交运营单位后资源逐
步释放，机位不足的压力得以极大缓解。

8月 6日至昨天，近 40名行业专家组成
8个验收小组，对飞行区剩余工程、下穿通道
工程、空防及消防工程、旅客流程、行李及安
检系统、弱电信息系统、机坪塔台工程、油料
工程、 工程档案等进行全方位无死角验收，

最终获验收委员会一致通过。这是浦东机场
三期正式开航前最后一次验收，意味着该工
程已具备投运条件。

2005年 8月 10日

央行上海
总部揭牌

浦东机场卫星厅捷运站台。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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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海华

将“520”精神进行到底，

这是在华虹六厂监控指挥室
墙上一句非常显眼的话。“520”

源于华力二期建设工地上的一
个约定， 即在 2018年 5月 20

日要实现首台工艺设备搬入。

项目团队日夜奋战， 最终确保
了建设节点。“520”精神，如今
成了华虹人家国情怀、 一诺千
金、敬业奉献、使命必达的代名
词。日前，上海科创办组织副处
级以上干部来到华虹集团，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学习调研， 了解上海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状况。

从参观“时代楷模王逸平
的新药记忆” 主题档案展，到
调研华虹六厂的集成电路生
产线，一个多月来，上海科创
办前期的主题教育活动开展
得有声有色。

6月 10日下午，上海科创
办机关党委组织党员干部来
到中科院上海药物所， 参加
“时代楷模王逸平的新药记
忆” 主题档案展开启仪式，成
为首批参展观众。

现场首次展出了一批珍
贵的实验记录、 工作日志、信
函手稿、科研仪器、奖励证书
等档案，其中有王逸平自 1994

年—2018年间全部工作日志。

据王逸平爱人方洁女士介绍，

因为贫血导致记忆力衰退，王
逸平养成了事无巨细地记录
工作生活的习惯。 在 1996 年
11月 4 日—10 日这一周工作
日记中可以看到，王逸平从早
到晚都被工作安排得满满的，

仅把星期四晚上留给家人，共
度家庭生日聚会。展出的档案
中，还有王逸平赴国家药审中
心学习新药审批工作的结业
证书及工作笔记，他带回的宝
贵经验为上海药物所从“出论
文”到“出新药”的战略转变发
挥了示范作用。

上海科创办党员干部从
展览中切身感受到了王逸平
追求卓越、舍身忘我、严谨治
学、 淡泊名利的科研精神，以
及矢志不渝追求“做全球临床
医生首选的新药” 的初心，更
加坚定了在上海科创中心建
设中勇挑重担、敢于争先的使
命担当。

在华虹集团展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特别醒
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要
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
心，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
术突破。” 这正是华虹集团的
初心和使命。6 月 21 日下午，

上海科创办党员干部实地调
研了华虹六厂 12英寸先进集成电路生产线， 听取
了芯片制造工艺技术介绍，观看了高度智能化自动
化生产车间。上海科创办党组副书记、执行副主任
彭崧表示，上海科创办到华虹集团学习调研，就是
要激发时不我待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为上海诸多
“卡脖子”关键核心领域的技术突破贡献更大力量。

6月 26日下午，上海科创办党员干部集体瞻仰
了中共“一大”会址，并重温了入党誓词。上海科创
办科学平台处党支部书记、处长张翌翀表示，科学
发现是从零到一，技术创新是从一到十和百，产业
推动是从百到千和万， 要始终守住初心担起使命。

不论是产业、技术，还是科学，只要认真研究，面对
问题，找准关键，投入真金白银，拿出真枪实弹，坚
持真心实意，终将攻坚克难。

“回望来路是为了更好地寻找出路，理论清醒
才能保持行动的坚决，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牢记使
命方能致远。”上海科创办产业促进处凌刚表示。

一个多月来，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上海科创办的党员干部感慨收获良多。上海
科创办党组成员、专职副主任王鼐表示，从政府转
变服务职能来看，通过前期调研发现，政府提供的
政策中，存在一些好看不好用的“花瓶”政策、用不
起的“奢侈品”政策、无法操作的“水货”政策和跟不
上形势的“古董”政策，而企业实际上需要的是“日
用品”政策。上海科创办就是要做好拾遗补缺，为企
业提供政策宣传和服务，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创中心做好协调和推进工作，这就是上海科创办
的初心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