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杨巍 记者祝
雪娟）近日，记者走进文安县苏桥

镇卫生院，灰瓦白墙，徽派风格的

建筑格外显眼。一位刚刚看完病

的老人正在药房门口等待拿药。

老人说，她是附近村街的村民，时

不时地就要到卫生院来看看病，

拿点药。卫生院改造之后，就医

环境比以前好，看病的设备也不

比大医院差，还省去了在大医院

排队挂号的麻烦，对她而言，乡镇

卫生院是比市级的三甲医院更好

的去处。

基层医疗机构是老百姓看病

就医的主要阵地，医改提出“大病

到医院，小病在基层。”近年来，廊

坊市着力提升基层卫生医疗机构

能力，满足百姓就医需求。

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硬件水平

2018年，该市相继出台《廊

坊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

与发展若干意见》和《廊坊市基层

卫生综合服务能力“双提升工程”

实施意见》，明确了“业务用房建

设、装备配置、人员编制、补偿机

制、薪酬制度改革、人员队伍建

设”等目标和任务，保障基层卫生

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各县

（市、区）累计投资4.6亿余元，对

45所基层卫生机构进行新改扩

建工程，购置各类设备2000余台

（件）；当年累计培训乡镇卫生院、

乡村医生和社区卫生技术人员

8131 人，培养全科医生 49 名。

目前，全市拥有全科医生713人，

达到每万名居民拥有1.5名全科

医生。

医联体实现优质资源下沉

居民信赖大医院，造成大医

院人满为患，而乡镇卫生院里的

医疗资源却闲置。这曾经是大部

分乡镇卫生院面临的困扰。该市

通过组建医联体、医共体，加强信

息化建设等满足居民对优质医疗

资源需求。

“居民的电子健康卡有一个

专属二维码，在这扫码就会出现

患者的病史、用药史等全部信

息。医生可以通过医共体向上为

病人预约文安县医院号源、转诊、

预约大型设备及住院等。”在文安

县大围河乡高头卫生院里，廊坊

市卫健委的工作人员演示着如何

利用电子健康卡就医。他说，未

来还可实现诊间结算，极大地方

便了群众看病就医。

按照医联体建设的要求，文

安县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张世平

每日在高头卫生院出诊，自2018

年3月“下沉”到这里担任病区主

任。除日常工作外，他还要负责

对这里的医生进行指导。高头卫

生院还开通了实时远程会诊系

统。出诊医生遇到疑难问题，可

随时向文安县医院申请远程会

诊。医生给出建议后，病人在卫

生院里做检查，由专人将检测样

本送至县医院，为患者减少了等

待时间。

2018年，该市组建城市医联

体10个、县域医共体12个、城乡

医联体3个、专科联盟12个。医

疗联合体建设，加大了县级及以

上综合医院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

的人、财、物等优质资源下沉和技

术支持力度。26家二级医院支

援90家乡镇卫生院；长期派驻医

务或管理人员覆盖14个乡镇卫

生院；每周不少于2次门诊，覆盖

28个乡镇卫生院。

家庭医生签约守护居民健康

在基层医疗机构中，村街卫

生室作为农村三级预防保健网的

基础，在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

疗服务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如今，这些卫生室不仅承担

着本村的基本医疗卫生工作，还

积极配合街道卫生院建立农民健

康档案，开展健康教育服务，提供

防病、保健、康复、健康教育和计

划生育指导等多项服务。

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

来，该市多部门协调联动，做实签

约服务措施，已取得阶段性效

果。部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原

来的坐等转变为主动深入社区

（街道），面对面签约服务，从等待

患者咨询转变为主动询问情况，

并提出健康指导意见。通过开展

上门服务和家庭病床服务等签

约、履约方式，乡村医生和计生专

干的责任意识逐步增强，居民也

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了一定的

认知，获得感不断增强。

截至目前，该市共组建签约

服务团队684支。其中，24支签

约团队分别被省、市授予“优秀家

庭医生团队”称号。全市家庭医

生 签 约 履 约 服 务 一 般 人 群

168.89万人，覆盖率37.01 %；服

务重点人群106.34万人，覆盖率

64.37%。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签约覆盖率达100%，全部达

到国家和省要求。

“““““““““““““““““““““““““““““““

本报讯（通讯员辛忠爽 刘凤祥）固安县发改局提

升履职尽责能力，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目前，该

县企业登记时间（含企业名称核准）2个工作日内即可

完成。为加大对企业的精准服务力度，该局还针对8

家帮扶企业，直接与主管部门线上、线下征集问题，通

知各责任单位上报帮扶意见和年度帮扶目标，积极为

企业解决问题。

2018年，廊坊市政府相继出台《廊坊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与发展若干意
见》和《廊坊市基层卫生综合服务能力“双提升工程”实施意见》，明确了“业务用房建
设、装备配置、人员编制、补偿机制、薪酬制度改革、人员队伍建设”等目标和任务，当
年培训乡镇卫生院、乡村医生和社区卫生技术人员8131人，培养全科医生49名

本报讯（通讯员黄蕾）大厂回族自治县委网信办开

展多形式、多层次的网络宣传，展示大厂“创城”工作的

新亮点、新气象。他们以网站、微信、APP客户端等平

台为网络宣传主阵地，引导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创建全

国文明县城活动，并积极协调开展网上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为争创全国文明县城营造浓厚的网络舆论氛围。

大厂网信办助力创城

近日，香河在潮白河畔举行京津冀中幡文化

交流大赛，展现了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精、气、

神，开启了文旅惠民新篇章。图为该县魏各庄从

兴老会中幡表演队参赛场景。 王晓桐 摄

三河
集中整治市场秩序

本报讯（通讯员刘伟 贾可
玉）近日，三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开展了防范处置不正当竞争整治

行动。工作中，该局重点围绕文

化教育、医疗卫生、建筑装饰等行

业，开展防范处置不正当竞争整

治行动，已办理完结商标侵权案

件1件，没收侵权酒水79箱，罚

款7万元。他们利用广告宣传车

在主要街道、集市、商场、小区附

近进行集中宣传，发放宣传资料

800余份。

广阳区加强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开设书

法、彩铅等特色“社区课堂”，让群众享受到公共

文化建设带来的实惠。图为金桥社区居民在文

化志愿者的指导下练习书法。 王峻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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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县纪委提升
乡镇纪委监督执纪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陈辉 朱同峰）永清县纪委采取健

全机构人员、聚焦主责主业、提升硬件建设、注重教育

培训等措施，压实乡镇纪委责任，提高履职尽责能力。

目前，该县10个乡镇全部设立了乡镇纪委、县监委派

出监察办公室，并配备了纪委书记、纪委副书记和纪检

干事。他们向乡镇党委和纪委三次下发通知，要求乡

镇纪检监察干部务必聚焦主业、专司其职。该县纪委

明确乡镇纪委硬件建设“八有”标准，并申请财政专项

资金70余万元，用于全面加强各乡镇纪委硬件建设，

并对全县乡镇纪检监察干部进行了专题培训。

文安公安局宣传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

本报讯（通讯员吕海涛）近

日，文安县公安局联合工商、银行

等单位集中开展防范和打击处置

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活动。内容主

要有“什么是非法集资”“当前非

法集资的表现形式有哪些”“怎样

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行为”等，当

日发放宣传手册1000余份。

固安打造县乡村三级全民健身网络

本报讯（记者孙泽恒）记者

近日从2019年安次区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以“绿美安次·文旅惠民”为

主题的2019年安次区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大会，拟定于2019年

8月上旬召开。

本次大会将努力实现5大

目标定位，即推出一个最美乡镇

——葛渔城镇，打造一个生态旅

游目的地——林海桃源，打造一

个品牌节庆系列活动——林海

桃源采摘季，实现一部手机游安

次，做大一个富民产业——富硒

桃系列农产品。

据了解，本次大会预热阶段

共有安次文旅LOGO及吉祥物

征集、安次区文化旅游季演出、

安次区文旅商品和农副产品展

销、林海桃源文旅采摘季、安次

区多彩非遗展演、抖音拍安次作

品评选等六大精彩分项活动。

演出活动包括安次区首届群众

艺术节、壹佰剧院主题日系列活

动、壹佰剧院暑期艺术节等内

容。文旅商品和农副产品展销

活动将邀请区域内具有代表性

的农业林业美食、民俗、非遗类

等企业参加。通过在林海桃源

景区组织果农朋友开展果品争

霸赛及认购式、体验式采摘、综

艺演出等活动，扩大安次区域内

绿色果蔬基地的影响力。同时，

葛渔城重阁会、军卢村音乐会、

东张务音乐会等多彩非遗将轮

番上演。抖音拍安次作品评选

活动也将号召群众积极参与并

邀请抖音网红拍摄发布。

近年来，该区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促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

打造生态旅游景区。该区现有

自然公园、第什里风筝小镇两个

3A级景区，有瑞丰公园等生态

休闲公园，有宋王务农旅小镇、

康达现代农业园区等市级农业

旅游示范点，去年累计接待游客

38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0.9

亿元。

固安
2个工作日完成企业登记

本报讯（通讯员张欢）城区

建设高品质健身场地，乡镇全民

健身设施上档升级，村街健身设

施实现全覆盖……近年来，固安

县按照“强基础、扩规模、创特

色”的工作思路，全面打造县、

乡、村三级全民健身设施网络和

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目前，

全县人均健身场地面积达2.8平

方米。

在固安城区，高品质健身场

地不断落成，市民活动中心体育

馆、健身中心、游泳馆平稳运营，

滨河生态运动公园、金海广场等

23个大型健身广场及100余个

“金边银角”健身场地陆续投入

使用。全县高标准建设城区公

园笼式体育场17个，为70个居

民小区配置安装高档健身设施，

在公园安装运动雕塑50组，建设

健身步道50公里、骑行绿道45

公里，投资7000多万元，启动了

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的公共滑

冰馆建设项目，计划2020年投

入使用。固安第一小学、固安第

三小学体育设施和场地免费向

社会开放，全力满足群众对体育

活动和健康锻炼的需求。

在乡镇，全民健身设施持续

上档升级。该县高标准完成15

个乡镇农民体育健身项目建设，

全部配备了标准篮球场和可移

动羽毛球柱、足球门、乒乓球台

等设施；在全县419个村街健身

设施全覆盖的基础上，为90个村

街配套了健身路径，为60个村街

增设了篮球架和乒乓球台，县、

乡、村三级全民健身设施网络和

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已基本

建成。

全县中、小学校成立学生足

球、篮球体育社团300余个，成功

举办 2018 年中小学生足球比

赛、篮球比赛、“县长杯”青少年

足球比赛和教职工篮球比赛、乒

乓球比赛。

依托市民活动中心现有的

人才、设备及技术优势，该县建

成2个健身与健康服务中心，积

极推进科学健身指导，每年为群

众免费体质检测7000余人次，

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300余

人次。

该县还积极组建农民体育

协会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加

强群众健身组织建设。目前，全

县各类县级单项体育协会和俱

乐部共计36个，成立5个社区协

会、9个乡镇单项体育协会，挖掘

民间草根、网络健身组织40个。

今年，该县还继续为城区居

民小区配置健身设施，在城区公

园、广场、步道安装高档健身器

材，为乡镇村街建设小型综合体

育场；积极筹办“固安县第一届

国际马拉松”“2019年全国青少

年男子足球超级联赛”“2019年

中 国 国 际 跳 绳 公 开 赛 暨

2019——2020年全国跳绳联赛

河北（固安站）”等高规格赛事；

组织游泳、自行车等精品赛事和

常规赛事，充分激发全民健身热

情和积极性。

该县还组织专业教师外出

参观学习，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

培训，国民体质监测进一步向企

业、社区延伸，引进华夏足球俱

乐部优质资源，为社会和学校提

供足球专业培训，不断增强群众

健身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大城加强县级
以上公路日常养护

本报讯（通讯员刘雅娜）大城

县加强对县级以上公路的日常养

护管理，为群众的交通出行献上

一份安全保障。截至目前，该县

累计填补路面坑槽等28.2平方

米，路面灌缝20余万延米，清理边

沟垃圾494立方米，捡拾白色垃

圾561公里，清除杂草55.4公里，

整修路肩边坡274公里，清除路

面洒落物12处，拆除私搭乱建2

处，维修、新建水簸箕81道，维修

边沟、挡墙20处。

本报讯（通讯员王洋洋 赵迎靖）近日，廊坊市召开

2019年版权登记工作推进会议，对11个新调整及3家

新设立的版权服务工作站颁授了牌匾。从2018年开

始，该市共设立了21个版权服务工作站。各版权服务

工作站认真开展版权知识宣传、作品登记等工作，为提

升社会公众版权认知水平作出了积极贡献，全市广大

民众作品登记意识显著提高。截至目前，河北省版权

服务平台数据显示，廊坊市的登记数量达5426件，占

全省登记总量的36.43%，位列第一。

安次区文旅发展大会8月召开

2019霸州·胜芳第三届端午文化节近日在胜

芳湿地公园浓情开幕。赛龙舟、看美景、尝美食

……为期3天的活动集中展现了北方水乡古镇的

端午民俗风情。图为龙舟比赛现场。 祝雪娟 摄

廊坊提升基层卫生综合服务能力

廊坊作品版权
登记数量全省第一

近日近日，，安次区组织医疗机构眼科医生走进中小学安次区组织医疗机构眼科医生走进中小学，，开展爱眼日主题公益活动开展爱眼日主题公益活动，，向学生讲解爱眼护眼向学生讲解爱眼护眼

知识知识，，进行眼部健康义诊进行眼部健康义诊，，并开展互动活动并开展互动活动，，引导孩子们从小养成爱护眼睛的好习惯引导孩子们从小养成爱护眼睛的好习惯。。 庞博庞博 张亮张亮 摄摄

全市拥有全科医生713人，组建城市医联体10个，家庭医生签约履约覆盖率3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