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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回眸“十三五”，夏邑县坚持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实施全民健康工程，扎实
推进区域医疗卫生中心建设、卫生健康
服务体系建设、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配
套工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夯实了健康之基。

一

“我一直在宁夏从事乡村景点建筑，
患上了胆结石病，在当地手术很不方
便，医疗条件也没夏邑好，就回夏邑住
进县第二人民医院，做了微创手术，手
术很成功，就医疗技术讲，夏邑不比市
级医院差。”11月 16日，坐在病床上的
中峰乡韩寨村村民韩庆松深有体会地说。

县卫健委主任郝桂芝，谈起“十三
五”期间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如数家
珍：目前，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1028
个。县直医疗机构有人民医院、二院、
中医院、妇幼保健院、三院、计生医院
等 6家，县直卫生机构有疾控中心、卫
生监督所、卫生学校、健康教育所、120
指挥中心、药具站等 6个，乡镇有卫生
院，村村有卫生室。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3529张。围绕打造城区 15分钟卫生服务
圈，先后完成了县公共卫生服务中心、
县人民医院综合病房大楼项目，搬迁新建
了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并将人民医院分
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和中心医院新址
等项目，纳入全县民生十件实事之一，基
本实现城乡社区卫生服务全覆盖。

二

北岭镇后沟村年过花甲的村民卢翠
花，今年 4月份参加免费两癌筛查，确
诊为宫颈鳞状细胞癌，随即转诊到省人
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目前已痊愈。每
次见到筛查的工作人员她都热泪盈眶，
激动不已地说：“是政府的好政策救了我
的命。我发自内心地感谢共产党。”

“十三五”期间，全县免费为农村家
庭进行新生儿疾病和孕产妇产前筛查。
截至今年 10月底，全县新生儿两病筛查
44087 例，适龄妇女宫颈癌筛查 64256
人，乳腺癌筛查 66920 人，各项指标均
高于省定比率数。县卫健委、县妇幼保
健院被商丘市妇儿工委授予 2019 年度

“两筛”“两癌”民生实事“先进单位”。

三

马头镇范园村村民范现远，五年前
砸开冰凌救出同村两名落水儿童，从不

声张，却落下了浑身疼痛的寒根，丧失
劳动能力，生活艰难。县第二人民医院
专门召开班子会议，研究决定为见义勇
为英雄提供救助，医院派专人专车将范
现远接到医院进行全免诊疗。邀请北京
301医院专家对其远程会诊，并制定合理
的治疗方案，受到社会各界称赞。

据了解，全县 24个乡镇卫生院均设
置了中医科和中药房，县人民医院顺利
通过“二甲综合医院”复审，县中医院
顺利通过中医类“二甲医院”复审，县
妇幼保健院创建二级妇幼保健院、县第
三人民医院创建二级综合医院均顺利过
关；县第二院人民医院大力加强信息化
建设，建立“远程会诊中心”，开通了北
京301医院、郑大一附院等9家上级医院
的远程会诊，真正做到让老百姓不出家
门就能享受到上级专家的优质服务。

四

“现在到医院看病，不用再交压金，
报销比例也高了，我有慢性病，前年办
了慢性病就诊卡，以前每次拿药要到县
城定点医院去拿药，很不方便。现在到
乡镇卫生院就可以直接拿药。”郭店镇何
集村 79岁的贫困户王高氏逢人便夸党的
政策好。

夏邑坚持把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作

为扶贫“硬骨头”和主攻方向。先后出
台了一系列针对贫困人口的医疗医保救
助政策，形成了“3+2”健康扶贫医保救
助政策体系。所有县级公立医院和乡镇
卫生院全部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
式”就医结算，贫困人口县域内就诊率为
96.5%。实行农村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全县共完成签约服务人口 42.09万
人，对所有贫困人口签约服务实现全覆
盖，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达到100%。

五

1月 21日，面对疫情，县卫健委成
立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组，一
声令下，420名机关党员干部，全县 24
个乡镇卫生院，1028名村医，12家县直
医疗卫生单位迅速行动，告别家人，24
小时值班值守。县、乡、村共设立卡点
862个，筑牢第一道防线。“我是党员我
先上”“我是党员跟我来”，在疫情防控
过程中，医疗战线党员干部冲锋在前，
用生命守护生命，用行动书写忠诚。夫
妻档、父子兵，请战书、红指印，重温
入党誓词，剪短青丝赴战场……一个个
平凡的人物、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化作
一面面鲜红的党旗，以忠诚和担当、以
初心和使命、以泪水和汗水书写一篇篇
将疫情抗战到底的动人篇章。

夏邑“全民健康工程”惠及百万百姓
本报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范 君

2020年11月18日 星期三 编辑 陈丽芳 投稿信箱 sqrbxq@163.com4

本版新闻统筹 韩 丰

欢迎关注
“商丘县区新闻”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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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脱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贫攻坚

夏邑新闻

“‘十三五’期间，我们村发展最快的
是工业。村内建有打火机产业园区，吸纳
10多家打火机厂入驻。打火机产业的发
展，带动了物流运输、餐饮服务等产业。
这几年，我们又通过土地流转，推进了高
效农业的蓬勃发展。目前，俺村走出了一
条多业融合的发展之路，实现了富民强
村。”11月 16日，夏邑县会亭镇西街东村
党支部书记马义海自豪地说。

据了解，西街东村现有宏福塑胶、
星海塑胶等打火机厂 11家，转移农村劳
动力 1400多人，不光本村适龄人口能实
现全部就业，还吸纳了周边村800多人。

“打火机厂的工资高，开注塑机的工
人，一个月挣个七八千块钱很正常。我
爱人苏二云在星海塑胶有限公司自动组
装生产线上班，每月工资都在 5000元左
右，比我的工资高多了。”聊到务工收
入，西街东村党支部副书记郭彦辉说。

在西街东村经济能人高金辉创办的
夏邑县宏福塑胶有限公司，记者看到在
一幢幢标准化厂房里，注塑、焊接、组
装、充气、调火、印刷等各个车间的工
人都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在最后的包
装车间，看到几位老人有说有笑地在插
盘装箱，记者就过去和他们攀谈起来。

打开了话匣子，几个老人七嘴八舌
的说了起来，话语间满满的幸福与满足。

“俺几个年龄都不小了，挣钱多的活
干不了，就在这做插盘，说着话拉着家
常干着活，一天也能挣个三十五十元
的，比闲着强。”从胜思满足地说。

“我是村里的贫困户，俺干的这个插
盘工作，在厂里工资是最低的，但一年
也能挣个一万多块钱，稳定脱贫不成问
题。”该村贫困户孟庆明说。该村贫困户
35户89人已于2019年全部稳定脱贫。

“企业现在有工人460多名，除我们村
的工人外，还有外村甚至外乡镇的工人。
年发放工人工资在 1400多万元。”陪同采
访的宏福塑胶的老板高金辉说。

打火机行业虽然红火，但在该村也有
转行的。马海燕、马伟等人原来也是办打
火机厂的，后来就“转型”服务业了。

马海燕现在开办了一家家庭宾馆，
三层小楼里，有住宿、洗浴等服务项
目。“前几年我因身体原因，从打火机行
业退出，开了一家宾馆。这几年会亭镇
人流量大，我家宾馆的客房年平均入住
率在 80%以上，每年挣个 10多万吧。虽
然比做打火机挣钱少，但不用那么操
心，也挺好。”马海燕说。

马伟从打火机行业转到物流运输
业，则是看到物流缺口大，更有前途。
他用办打火机厂积累的资金，购买了货
运卡车，开办了一家物流公司，收入也
很可观。青年农民高向伟、郭洪杰等人
利用本村打火机产业的优势，和几个小
青年一道创办了电商工作室，每年在线
上销售打火机4000多万只。“会亭镇能连
续两年被命名为‘中国淘宝镇’，也有我
们的功劳。”郭洪杰自豪地说。

据统计，在打火机这一主导产业的

带动下，西街东村发展个体工商户 96
户，带动310多人就业。

西街东村有 2139 人，耕地面积 1450
多亩，侍弄土地按照一些群众的说法，就
是“四两生铁动动炉”，群众种地的积极性
不高，土地产出效益自然就低。为提升土
地效益，村党支部书记马义海、村支部委
员李保华等人流转土地 700多亩，开展良
种繁育大葱等高效作物种植。党支部副
书记郭彦辉依托紧邻药都亳州的优势，流
转土地 50多亩，尝试发展麦冬、白芷、白
术、丹参、金银花等中药材种植，并取得了
不错的经济效益。在他的带动下，该村经
济能人张启林、韩凤英等人也投入到发展
中药材种植的行列中来。通过滚动发展，
该村中药材种植发展到 560多亩，流转了
70户群众的土地，成立了瑞农中药材种植
合作社。村民把土地交给合作社，不仅每
亩土地每年可得 700元的租金，平时自己
还可以到中药材种植基地里务工，年挣工
资一万多元。目前，该村1200多亩土地实
现了规模种植，占耕地总数的83%。

西街东村：多业融合 强村富民
本报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周明欣

“眼下的日子比蜜还甜，尤其是老年人，屋子破了给翻
盖新的，通上了自来水，改电路、改厨房、改厕所，泥水路
变成了水泥路，村里又举办孝老饺子宴……”11月 14日，
夏邑县韩道口镇潘马楼村 76岁的蔡盼兴老人在村第二届孝
老饺子宴上激动地说。

当天，潘马楼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组织全村 60岁以上的
老人集中在村室前，举办孝老饺子宴。夏邑县孔祖爱心家园
负责人孙华伟带领县戏剧协会、县音乐协会文艺志愿者，义务
演唱《朝阳沟》《包青天》《打金枝》等豫剧选段和孝老歌曲。

“村里举办孝老饺子宴，目的是让老人们走出家门，聚在
一起，感受党和政府的关爱，通过饺子宴这个平台，弘扬中华
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培育乡村文明，在潘马楼村形成一
种孝敬老人、邻里团结、家庭和睦、婆媳相敬的良好家风，从而
助推乡村振兴。”村党支部书记郭洪战信心满满地说。

夏邑县孔祖爱心家园 30余名志愿者，身穿红马甲，走
进潘马楼村，切的切，擀的擀，与村民一起包饺子。他们曾
多次到乡镇敬老院给老人耸肩捶背，洗脚剪指甲，成为新时
代传递爱心的使者。

饺子开锅后，夏邑县孔祖爱心家园 30余名志愿者，将
一碗碗热腾腾的饺子送到每位老人面前。老人们脸上笑开了
花，边吃边夸：“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共产党亲！”

潘马楼村的孝老饺子宴
本报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夏 天

11月 16日，立冬已过，广袤的豫
东平原一望无际，刚出土的麦苗给大
地穿上绿装。这是农民一年中最闲的
季节，而在夏邑县马头镇北刘楼村刘
守华的何首乌种植基地里，十几位农
民一字排开正忙着采收何首乌种子。

“在这里没有闲季，一年四季有
活干，每天能挣 40元钱，我和老伴
花不完。这多亏了守华，没有他，真
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脱贫。”今年
70岁的李桂兰大娘高兴地说。

“是呀，我们这10多个人，最小
的也都 60 多岁了，到哪能挣到钱？
守华照顾我们这些老人，让我们来
他这里帮忙，给开工资。”67岁的贫
困户刘西贤接着说，“我家 9亩多地
都租给了刘守华，一年租金 6000多
块钱。我和老伴都在他这里干些杂
活，一年又挣2万多，听说他一年开
工资需100多万呢！”

“北刘楼村是重点贫困村，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80户213人，通过几年
的努力，目前已全部脱贫，这其中
刘守华功不可没。”马头镇副镇长何
新华说。

返乡创业种植中药材

马头镇地处豫皖接合部，与药
都亳州相邻。刘守华自幼对中药材
情有独钟。初中毕业后，他先后在
安徽、广西、河北等地从事中药材
购销，30 多年的中药材营销经历，
让他积累了丰富的营销经验，也完
成了资金的原始积累，成为村里的

“冒尖户”。
2015 年春节，刘守华了解到北

刘楼村是重点贫困村，村里还有这
么多人没脱贫，就产生了带领乡亲
共同致富的念头。

他不顾家人反对，把生意交给
子女经营，自己在老家住了下来，一
心带领乡亲们种植中药材致富。但
种植不同于经商，由于种植技术掌握
不好，药材效益没有想像的那么高。

2016年5月，刘守华报名参加了
原农业部在安徽小岗村举办的农村
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班，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增强了信
心。回来后，他成立夏邑县鸿强中药材专业合作社，流转本村
土地 600余亩，采用地膜覆盖、节水滴灌等技术，种植白术、
赤芍、何首乌等 30余种中药材，效益明显提高，迅速成为当
地中药材种植能手。

举办技术培训班助力乡亲致富

自己富不算富，带领乡邻共同致富才是他的最终目标。为
提高乡亲们科学种植技术和管理水平，他邀请县农广校在北刘
楼村开办中药材种植技术培训班，邀请河南省农业厅、省农
大，以及安徽省亳州市知名中药材种植专家进行授课，还组织
培训班学员前往河南禹州，安徽太和、亳州等中药材种植基地
进行考察。在他的带动下，52名学员当年新增药材种植面积
1600亩。2019年底，药材产值净增560万元，利润460万元。

种植中药材效益显现，群众种植热情不断提高。2019
年，县农广校又在马头镇开办中药材培训班，群众踊跃报名参
训。当年，马头镇新增药材种植面积 3000多亩，有力推动了
该镇中药材产业化、标准化、规范化种植。

成立协会促进中药材种植健康发展

看到马头镇中药材稳步发展，刘守华并未满足，他联合王
保华等人成立了夏邑县中药材协会，并被推选为会长，积极带
领更多农民发展中药材。目前，仅刘守华的种植园区就占地
1600亩，长期用工220人，其中，贫困户65户120人。在用工
高峰期有 400多人，其中，贫困户 210人。长期工每人年工资
在7000至10000元之间，短期工每人年工资在3000至5000元。

在他的带动和帮助下，周边村镇167户贫困户靠发展中药
材走上致富路。2018年，药材种植园区被认定为“河南省农
业标准化示范基地”。2019年 3月，他制定的“白术无公害生
产技术规程”和“何首乌无公害生产技术规程”，被商丘市场监
管局认证为“商丘市生产技术规程”。2020年 6月，他的鸿强中
药材专业合作社被商丘市农业农村局评定为“商丘市示范合作
社”，2020年 5月被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认定为“河南省农业社会
化示范服务组织”。刘守华现已注册了“荣栗仁”商标，建成
2600平方米扶贫车间，1000多平方米库房，年烘干药材 100多
吨，为周边药材种植户提供服务，彻底消除天气等因素对药材
种植、收获品质的影响，提高了优质药材比重，增加种植收
入。

在刘守华的带动下，目前当地形成了以马头镇为中心，辐射
周边 7个乡镇 3万余亩的中药材生产基地，亩效益在 3000元以
上，年产值1.5亿元，1000多户贫困户受益脱贫致富。日前，刘守
华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农民教育培训“百名优秀学员”扶贫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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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夏邑县火
店镇李店村村民在镇文化
产业园加工“福包”。该镇
文化产业园进驻宫灯、旗
穗、中国结等企业 100 余
家，眼下正开足马力忙生
产，备战春节年货。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包饺子的爱心志愿者们。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受委托，定于 2020年 11月 25日 9时和 10时，在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多功能会议室拍卖1.商丘市凯旋路与
民主路交叉口西南角的中心广场地下人防工程商场三年租
赁权，出租建筑面积约为 4446平方米。2. 商丘中环环保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有的固定资产—房屋建（构）筑物等
（未完工），不包括土地使用权。

有意者，请于 2020年 11月 24日 17时前将保证金（1
号标的5万元，2号标的100万元）交至指定账户，并于拍
卖当天持身份证件提前1小时到会议室办理竞买手续；不
成交，保证金5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15539056407

商丘市亿佳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8日

拍卖公告

新经济 新业态 新出彩

乡村振兴看商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