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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陈聪邱冰清
梁晓飞 金津秀岳冉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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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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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二】
健康扶贫撵走脱贫“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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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二版）

全民健康，迈进美好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病有所医”篇

本报讯（吴双桂 本报记者 徐嘉
欣）塔吊林立，人头攒动，机械轰鸣……
近期，安岳县人民医院城南新区医院妇
儿大楼建设如火如荼。现场负责人介
绍，该楼于2018年10月动工，建筑面积
约17300平方米，地上10层，地下1层，
设计床位共300张，计划投资1亿元，预
计 2020年完工投用。“目前已经完成 3
层以下的主体框架结构。”

据悉，安岳县人民医院城南新区
医院位于岳阳镇南桥村，总用地面积
180亩左右，建筑面积约 33万平方米，
包含综合住院楼、体检中心、办公会议
科研中心及配套用房等辅助工程，设
计床位 1200张。项目分三期建设，一
期建设妇儿大楼，二期建设医疗业务
区，三期引入社会资本建设康养部分。

同时，安岳县另一在建医院项目也

有新进展。安岳县妇幼保健院住院大
楼主体已经完工，内部格局也已成型，
给排水和消防设施大部分已安装完成。

据悉，安岳县妇幼保健院住院大
楼建筑面积约19400平方米，其中地上
约 12800 平方米，地下约 6600 平方
米。地上 8 层设置产科产房、产科病
区、新生儿科、外妇科病区、ICU等；地
下两层空间分别设置停车库、设备间、
中心药房、影像中心、营养餐厅等，设
置病床 320 张、停车位 200 余个，预计
2020年建成投用，将建成一家功能齐
全的综合妇幼保健院，更好地满足群
众就医需求。

安岳两医院扩建项目有序推进

中国·资阳
9.20-9.23

2019 第二届世界川菜大会
THE2ndWORDSICHUANCUISINECONFERENCE

相
关
内
容
扫
码
即
知

倒
计
时 天
38

□ 陈世胜 本报记者谢承爽

“我跟着老板到外地打工，结果老
板拖欠了我一个半月的工资，人跑了，
我该咋办？”8月 8日上午，记者在雁江
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大厅里，见到了
正在这里进行法律咨询的市民姚君。

姚君说，他跟着资阳籍老板到山东
临沂做电焊，被拖欠了一万多元工资，老
板却不见了。当日在大厅值班的李锐律
师了解到姚君的情况后，建议他多准备
一些如通话录音、工资条、用工合同等相
关资料作为证据，然后再申请法律援助。

据了解，像姚君追索欠薪这类农民
工讨薪案件，援助中心每年要受理上百
起。除劳动争议案件外，法律援助中心
还受理婚姻家庭、交通事故、医疗纠纷

等各类案件。
为方便群众进行咨询和申请法律

援助，近 2 年来，雁江区司法局法律援
助 中 心 通 过 搭 建 实 体 平 台 、开 通

“12348”法律援助咨询热线、实施惠民
工程等方式，于近日在全市率先成功打
造了“半小时法律援助圈”，需要法律援
助的群众，不管是在城镇还是乡村，都
可以在半小时之内找到附近的法律援
助点，第一时间进行咨询求助。

家住雁江区南津镇的钟大爷 70多
岁了，虽然膝下有 5 个儿女，但都不愿
意赡养老人。2017年，钟大爷为解决赡
养费问题，申请了法律援助，雁江区司
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法律工作者为
他进行法律援助。最终，经过雁江区人
民法院的庭内调解，几名当事人达成抚

养协议，每人每月支付给钟大爷 200元
赡养费。然而，协议达成后，儿女却不
执行。今年 2月，钟大爷再次到南津镇
法律服务所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
中心指派律师为钟大爷提供法律援
助。通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4 月，
该案圆满办结。

为帮助像钟大爷这样的弱势群体，
让他们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雁江区司
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在工会、妇联、残联、
老龄委等部门及各镇乡设立法律援助
工作站 36个，并依托村、社区工作室建
立法律援助联络点 528 个，实现村(居)
法律顾问全覆盖。通过打造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覆盖全区的三级法律援助实
体平台，雁江区建立了法律需求半小时
可达的服务网络。

据悉，雁江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将
法律援助咨询和案件受理分流，受援人可
到实体平台进行咨询。按照规定，每天都
有一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在法律援助中
心大厅值班，接听热线，接受群众咨询。
法律援助人员在对申请人的材料进行审
核后，对符合法律援助相关规定的，在平
台上传案件，后台指派律师免费办理案
件，实行网上办公。今年以来，值班律师
已为224人次解答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信
息管理系统受理案件200余件。

此外，法律援助中心还急群众之所
急，发挥“一村一法律顾问”的作用，建
立法律顾问微信群，面对面解答群众法
律问题，对符合条件的提供上门法律援
助，切实打通法律援助服务基层群众、
服务弱势群体最后一公里。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法律服务
——雁江区在我市率先成功打造“半小时法律援助圈”

雁江区城东新区
航向九义校二期项目
去年11月开工建设，总
建筑面积为22937.28平
方米。截至目前，该项
目主体工程已完成，正
进行附属设施和道路、
绿化工程，预计 8 月下
旬初中部教学楼将提
前交付使用。航向九
义校二期建有小学 36
个班、初中 21 个班，建
成投用后，将进一步优
化城东新区教育布局，
均衡优势教育资源配
置。

本报记者秦建华摄

本报讯（记者 李远雄 李梅）8月12
日，市委书记廖仁松主持召开全市项
目投资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全市项目
投资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攻坚推进重大项目
建设，全力以赴稳增长促转型补短板
惠民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旭出席会议。

廖仁松在讲话中指出，抓好项目
投资工作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举
措，是补齐资阳短板的现实需要，也是
资阳未来发展的动力。各级各部门要
充分认识项目投资工作的重大意义，
抢抓用好政策机遇，精细精准抓好项
目投资工作，创新工作思路举措，攻坚
克难担当作为，努力实现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

廖仁松指出，要高度重视项目储
备和前期工作，着力解决规划统筹、项
目储备、前期工作、项目质量、调度措
施、实施方案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确保
项目顺利推进实施。要把握好项目投
资的原则和方向，认真贯彻执行国家
和省上关于项目投资的政策要求，牢
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紧紧扭住事关
资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产业项
目、基础设施项目、生态环保项目、民
生和社会事业项目持续发力，不断增
强发展后劲。要进一步强化推进项目
投资的工作举措，全面清理在建项目，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下深水协调解决
问题，促进未开工项目尽快开工，滞后
项目赶上进度；全面转化储备项目，促
进更多大项目、好项目顺利上马实施；
加强项目编制和储备，积极对接国省
发展战略，做细做实“十四五”规划，提
升储备项目成熟度，力争更多项目进
入国省“十四五”重大项目规划盘子；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招商引
资组织机构、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全
力引进经济增量。要努力创造项目建
设的外部条件环境，超前做好项目前
期工作，落实好土地、能源等要素保
障，优化项目备案和审批流程，切实提
高项目前期工作效率；改革创新投融
资模式，探索多元化融资模式，着力解
决好“谁来投”“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强化责任落实，完善工作机制，各级各
部门要真心实意服务项目、企业，推动
项目加快建设。要严守底线，严管质
量，加强监管，把每一个项目都建成放心工程、廉洁工程；坚决打击工程建设领
域的违法违规行为，努力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法治环境。

吴旭在讲话中指出，要全力以赴稳定投资增长，合力攻坚推进重大项目建
设。对未开工和推进滞后项目要逐一分析，查找原因，及时协调解决。要提前
做好项目的规划储备工作，认真研究市县投融资模式。要着力破解招商引资难
题，实施精准招商，提升招商引资质量、效益，利用项目投资拉动经济稳定增长。

市领导刘铁、陈凯、周燕、雷刚出席会议。市政府秘书长孙智，高新区、临空
经济区党工委负责同志，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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