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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5月4日讯(记者
张跃峰 ) 在4日市政府新

闻办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聊
城市卫计委对外发布了今年
全市卫生计生重点工作情况。
其中，在介绍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全面两孩政策以及卫生计
生免费工程时介绍说，全市1
-3月份共出生人口24561人，
较去年同期增加8140人，增幅
49 . 6%。

聊城市卫计委主任刘德
勇介绍，今年聊城持续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进行公立医
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前调研
工作，起草了《聊城市公立医
院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实施方
案(征求意见稿)》；东昌府区、
临清市、东阿县、茌平县、高新
区全面启动分级诊疗试点工
作，全市组建医疗联合体15
个，覆盖医疗机构310个。

积极吸引社会资本投资
医疗养老产业，加快11个重点
项目建设：目前已经有山东盛
世千岛山庄养老服务有限公
司金柱和佑千岛山庄A区二

期工程、阳谷鲁西南医院工程
建设项目(一期)、聊城市鸿福
老年公寓(柳园南路)项目、东
昌府区人民医院迁扩建项目、
高唐县人民医院医疗保健中
心二期建设项目等5个项目开
工建设。市医养中心、聊城和
惠世纪医院、玖龙本草中医药
文化科普健康生态园建设项
目、冠县新华康复医养院建设
项目、莘县农业园区养老项目
和莘县友好医养中心项目等
另外6个项目处在规划、征地、
环评、立项等阶段。

稳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全 市 1 - 3 月 份 共 出 生 人 口
2 4 5 6 1人，较去年同期增加
8140人，增幅49 . 6%；其中一
孩出生4454人，较去年同期减
少1 3 3 2人，二孩出生19329
人，较去年同期增加8887人。
持续推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综
合治理“六大工程”，一季度，
查处“两非”案件2起，结案2
件。

扩大实施卫生计生免费
工程。在去年“五项免费”工

程基础上，新增叶酸发放、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白内障手
术等三项免费项目。2017年
第一季度，免费婚前医学检
查项目检查目标人群 2 8 1 6
对；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
免费筛查项目共筛查29774
人，新筛率近100%；免费“两
癌”筛查项目完成宫颈癌筛
查7340人，乳腺癌筛查7546
人；免费产前筛查暨无创基
因检测项目完成产前免费筛
查5035人，免费无创基因筛
查511人；免费发放叶酸增补
剂项目共为10230名农村妇
女补服叶酸51722瓶。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项目完
成检查13632人，目标人群覆
盖率为15 . 49%，确认出生缺
陷高风险对象808例，全部给
予了规范的技术指导和随
访；农村贫困家庭儿童先天
性心脏病免费救治项目开展
手术22例，减免费用81 . 3万
元。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复
明手术项目开展手术135例，
减免费用共计26 . 6万元。

聊聊城城前前三三个个月月出出生生人人口口2244556611人人
较去年同期增加8140人，一孩出生同比减少二孩增加

针对国家正在大力提倡
的医疗联合体建设，刘德勇介
绍说，目前在聊城，市、县级医
疗机构通过托管、协作等形
式，建立医疗联合体15个，覆
盖下级医疗机构310个，实现
了上、下级医疗机构协同发
展，人民群众得实惠三方共
赢，为全市加快建立分级诊
疗、双向转诊就医新秩序奠定
了一定基础。

聊城建立的医疗联合体
主要形式包括紧密型医疗联
合体、松散型医疗联合体、开
设分院型医疗联合体、专科型
医疗联合体等。其中，紧密型
医疗联合体通过建立紧密型
医疗联合体，实行人财物统一
管理，实现资源共享、利益一
体，如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托
管鸿福医院、肛肠医院两家民
营医院，东昌府人民医院托管
沙镇、大张、斗虎屯三家乡镇
卫生院，临清市人民医院托管
烟店、青年两家卫生院。松散
型医疗联合体通过技术协作

等形式，建立松散型联合关
系，实现技术共同提高，服务
协同推进，如聊城市人民医
院、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聊
城市传染病医院、聊城市妇幼
保健院以及部分县级医院与
基层医疗机构建立的技术协
作和双向转诊关系。开设分院
型医疗联合体如聊城市第四
人民医院在莘县、冠县设立分
院，冠县人民医院在部分乡镇
开设分院，将高水平医疗服务
送到基层，既方便了群众，也
扩大了发展空间。专科型医疗
联合体如聊城市中医院联合
各县级中医院及部分乡镇卫
生院建立的聊城市中医医疗
联合体；依托聊城市人民医院
儿科设立的聊城市儿童医院，
对上加入了北京儿童医院集
团，对下联合市、县级医院儿
科建立了聊城市儿科医疗联
合体；聊城市人民医院眼耳鼻
喉医院正在筹建眼科、耳鼻喉
科专科医疗联合体。

本报记者 张跃峰

聊城已建立各类医疗联合体15个
覆盖下级医疗机构310个，实现上下级医疗机构协同发展

葛头条相关

本报聊城5月4日讯(记者
杨淑君) 日前，聊城市大

督查落实委员会对“十件民生
实事”一季度落实情况进行督
查调度，并发布通报，全市公
交线路进行系统筹划，万辆自
行车投用，日均骑行2 . 3万人
次，投资3亿余元的金堤河扶
贫大道完成招标。

记者了解到，在加强公
共交通建设方面，今年计划
新增新能源公交车2 3 0辆，
优化公交线路，增加通行班
次。在完善城市公共自行车
网络上，截至目前，市交运
集团，阳谷县、莘县、临清市
等县 (市 )公交客运公司已
与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等相关汽车生产企业
就购买新能源汽车事宜进
行谈判沟通，并依据2017年
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进行
购置车数量调整。

目前已对K2、K4路公交
线路进行了优化调整，提前了

发车时间;对K431路线进行了
延伸。下一步将继续督导公交
集团加强对各线路运营成本
与收入的分析，对客流量较少
的公交线路优化调整线路走
向;在K6路、K10路、K26路三
条线路试推行大站快车，加密
市区主干道线路高峰时段运
营班次。投入自行车10000辆，
市民办卡量已达3 . 6万余张，
日平均骑行量已达2 . 3万人
次，累计骑行量已达200万人
次。

在改善农村通行条件方
面，今年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
2500公里，改造农村危桥100
座。截至目前，全市农村公路
共完成招标930 . 258公里(投
资9 . 09亿元)，危桥15座(投资
1250万元)，其中，金堤河片区
扶贫大通道103 . 8公里已完成
招标，投资3 . 07亿。目前各县
(市区)正在组织中标单位进
场，开展拆迁、清表、路基备土
等准备工作。

百公里金堤河扶贫大道投资3 . 07亿

本报聊城5月4日讯(记者
杨淑君) 根据日前聊城市

大督查落实委员会对“十件民
生实事”一季度落实情况的通
报，日前，在开展就业帮扶方
面，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794
万元，全市城镇新增就业1 . 27
万人，在社会保险扩面增效方
面，已推动多项社保取得实质
进展。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年初
确定的工作目标上，开展就业
帮扶方面：计划统筹实施大学
生“三支一扶”等基层服务项
目，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亿元以
上，免费开展技能培训3万人
以上，扶持带动就业1 . 5万人
以上。

截至目前，已征集上报
“三支一扶”岗位需求288个，
待省里出台招募公告后，组织
实施招募工作。组织开展了就
业形势调查研究、返乡农民工
创业专题调研、农民工职业技
能培训专题调研。招标认定市
本级创业担保贷款经办银行4
家，全市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4794万元，扶持带动就业1390
人。全市城镇新增就业1 . 27万
人，开展就业创业培训5194
人。

今年3月9日，市人社、财
政、发改、民政、卫计委、保险
行业协会等6部门印发了《聊
城市职工大病保险实施方
案》，实行省级统筹，全省统一
政策，将经省人社厅统一组织
谈判的19种抗肿瘤靶向药和
治疗特殊疾病的药品纳入职
工大病保险支付范围。通过第
三方评估和谈判协商，选定中
华联合聊城公司承办职工大
病保险业务。

3月9日，市人社、财政部
门印发了《关于调整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有关政策的通
知》，进一步提高了职工基本
医保待遇。其中：将在职职工
报销比例提高3%，基本医保最
高支付限额由7万元提高到10
万元;大额救助缴纳标准由原
来的每人每月8元提高到15
元，大额救助最高支付限额由
原来的18万元提高到20万元，
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部分，原

来由单位承担的35%改由医保
承担，医保共承担70%，个人仍
承担30%，上不封顶。

此外，按照今年4月6日省
政府办公厅出台的《关于试
行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
意见》，聊城市在前期开展职
工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的基础
上，正在拟定聊城市职工长
期护理保险实施办法，建立
单位和个人缴费、职工医保
基金划拨、财政补助等多渠
道的筹资机制，将失能人员
日常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的
费用全部纳入保障的范围。
相关办法向市政府汇报批准
后，争取下半年在全市全面
开 展 职 工 长 期 护 理保险制
度。

印发了《聊城市社会保障
卡建设实施方案》。通过公开
招标，选择了6家银行作为社
会保障卡建设合作服务银行。
近期将与各家银行签署《合作
协议书》，明确双方责任、合作
业务项目等，聊城5家定点医
院接入了全国异地就医联网
结算平台。

创创业业担担保保贷贷款款全全市市发发放放四四千千多多万万元元
全市城镇新增就业1 . 27万人，扶持带动就业1390人

4日，聊城市卫计委主任刘德勇对外发布了全市卫生计生工作重点。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摄

“滴 _哒，滴 _滴 _滴 _哒，滴
哒”“起来 _不愿做奴隶的人
们，让...”伴着国歌声，我们明
德小学的升国旗仪式开始了。

在校长们的带领下，解放
军般地昂首挺胸，举手敬礼，两
眼注视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
微风中伴着国歌声冉冉升起！

此时此刻的我，凝视着五
星红旗，仿佛看到了1949年10
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毛爷爷
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听到了毛爷爷向全世界人民

发出的气壮山河的声音：“中
华和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想
到如今南海的威武，卫星的上
天，为做为一名中国公民而骄
傲而自豪！

在这庄严的时刻，全场一
片肃静，心情应该和我一样激
奋吧！

我的内心在呐喊：五星红
旗，我爱您！

山东聊城阳谷县 侨润
明德小学二年级11班武继皓

指导老师 刘叔霞

升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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