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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抬高高标标杆杆争争一一流流
——— 聊城市卫生计生委解放思想、转变作风再超越纪实

王长新 刘锐

发展，从解放思想、四抓四促起步；希望，从转变作风、提升效能开始。
今年来，聊城市卫生计生委从“抓作风促效能，抓履职促实干，抓考核促争先，抓党建促发展”入手，掀起了新一轮解解放思想的热潮，吹响了全市卫生

计生跨越发展的“集结号”。
在解放思想的引领下，聊城市卫生计生委拧开了赶超跨越的思想“阀门”，以新思维、新标杆、新干劲，冲破思想藩篱篱，负重奋起直追，为科学发展、乘

势跨越找到了一条上升之路：大力实施全市卫生计生“12431”工程。即：1个统领(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2条主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计划生育转
型发展)，4项重点工作(实施健康扶贫、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升监督执法水平)，3项保障措施(加快信息化建设、加大人才培养、强
化宣传引导)，努力实现1个目标(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健康)。

怎么看？
思路的每一次深化、工作

的每一次突破、发展的每一次
提速，无一不是解放思想、转变
作风的结果

医改重点任务深入推进。
全市已有5个县(市、区)全面启
动分级诊疗试点工作，6个县
(市区)正在制定具体方案；全
市分级诊疗试点工作已申报并
被省推荐到国家卫生计生委，
将被列为国家级试点市。市、县
级医疗机构已建立医疗联合体
15个，将实现医疗联合体建设
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全覆盖。

全面两孩政策稳妥实施。
上半年全市出生人口4 . 77万
人，比去年同期增长22 . 3%，预
计全年出生人口11万人，符合
政策预期；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10 . 4，能够圆满省下达的任务
目标。大力实施卫生计生“八项
免费”工程，上半年已完成免费
婚检项目8433对；免费新生儿
筛查53961人；免费两癌筛查
8 9 5 7 6人次；免费产前筛查
10275人，免费无创基因筛查
1218人；免费叶酸发放120273
瓶；国家免费孕前优生检查项
目43860人；免费先心病手术44
例，减免费用172 . 8万元；免费
白内障复明手术369例，减免费
用74 . 5万元。全市医养结合建
设初具规模，目前全市已建立
康复医院3家，开设老年病科9
家，医院设立养老机构4家，养
老机构设立医疗机构3家；已运
行医疗床位540张，养老床位
1230张。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健
全。中医药发展能力进一步提
升，全市已建成国医堂136家，
覆盖率达到96 . 45%，在全省处
于领先水平。全面开展基层中
医药人员适宜技术培训，由31
名省市级名中医药专家组成进
基层名中医专家团在全市范围
开展巡讲和义诊活动，有创新、
有特色，优势突出。积极推进市
级监督机构监督执法信息化建
设，建设“智慧卫监”。上半年，
全市监督检查医疗机构1029
家。

基层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全市126所乡镇卫生院业务用
房达标率100%，纳入省统一规
划的1500所村卫生室提前完成

任务，全市有12家乡镇卫生院
获得国家级“群众满意乡镇卫
生院”荣誉称号。积极开展2 . 0
版本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
上半年全市共组建家庭医生团
队215个，签约10675人，重点人
群签约8849人。

健康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扎实做好患病贫困人口的“八
个一”工程和分类救治工作。全
市共确定定点帮扶医疗机构
159个，成立医疗扶贫责任团队
3077个，“八个一”工程落实人数
21403人，完成率95 . 26%；分类
救治患93种疾病人数11571人，
完成率51 . 5%。贫困村卫生室建
设任务全部完成。全市已建立
486个贫困户邻里互助护理点，
满足4371名贫困群众医疗需要。

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全面提
升。健全完善疾控机构、医疗机
构、基层单位“三位一体”和市、
县、乡、村“四级联动”的疾病预
防控制体系，传染病疫情总体
平稳。全市科学发展免疫规划
综合考核接种率为90 . 06%，稳
中有升。全市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登记报告28165例，管理率
8 9 . 1 4 % ，规 范 管 理 率 达
53 . 24%。连续八年在全省健康
教育工作综合量化评比中位于
先进行列，“全民健康工程”作
为优秀案例在全国健康促进大
会上制做展板展出，已建成省
级健康教育示范基地2家。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在市人民公园组织
开展了市直医疗卫生单位学雷
锋大型志愿服务活动，并组织
机关全体党员开展创城文明交
通劝导志愿服务活动。在接受
市直机关工委对“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的督导检查，取得了小
组第一的好成绩，并在市直座
谈会上进行了经验交流。

……
思想解放和作风转变，始

终是推动卫生计生乘势赶超、
实现跨越的动力之源，始终是
引导卫生计生把握机遇、应对
挑战的先导之策。从上半年取
得的成绩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思想解放、作风转变、赶超跨越
这条发展的脉络，无不得益于
以创新的思维谋发展、科学的
方法抓发展、开放的精神促发
展，思路的每一次深化、工作的

每一次突破、发展的每一次提
速，无一不是解放思想、转变作
风的结果。

怎么办？
思路的再次深化、工作的

再次突破、发展的再次提速，仍
需突出重点，抬高标尺，才能实
现争先进位的目标。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聊城
市卫生计生委的决策者更清醒
地意识到：发展的任务很重，制
约和影响发展的矛盾及问题还
不少，与中央和省市的要求相
比，与全市人民群众的期盼相
比，仍有不小的差距。面对百舸
争流、千帆竞发的发展态势，如
果安于现状、小成即安就会停
滞不前，？按部就班、亦步亦趋
只能被动落后。

怎么办？该委一班人在总
结了上半年工作的基础上，经过
反复讨论研究认为，要干好下半
年的工作，就要抓重点、带全面，
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为此，该
委确定了狠抓“国家免疫规划疫
苗接种、中小学生健康体检、65
岁及以上老年人规范健康管理
和生育监控到位率、出生缺陷综
合防治率、家庭发展政策落实率
等纳入省科学发展观考核及市
委、市政府重点部署工作任务”
的重点内容，而且该委党委书
记、主任刘德勇反复强调“完成
工作任务只是我们的最低要求，
必须高标准完成好才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和卫生健康大会及中
共聊城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
次全体会议精神，该委根据省
市委“紧紧围绕走在前列、科学
审视坐标定位、努力实现‘三个
确保’的要求”；主动抬高标尺，
高标准定位，确定了全国和全
省的两个赶超标杆，明确了“在
全市科学发展综合考核中争取
优秀，在全省卫生计生工作中
走在前列”的目标，决心以更大
的魄力去闯，更优的智慧去争，
更强的意识去抢，更足的勇气
去拼，更强的劲头去冲。切实把
解放思想、转变作风与破解发
展难题、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工
作落实等结合起来，使之成为
科学谋划发展思路、实现全市
卫生计生跨越发展的有力抓
手。

一番番思考、一场场座谈、

一次次研讨、一轮轮督查，聊城
市卫生计生委的定位更加准
确、思路更加清晰、优势更加明
显、机遇更加明朗。

聊城市卫生计生人深刻地
认识到：要敢于解放思想，敢于
放开胆子，敢于甩开膀子，立跨
越之志，行赶超之为，以扑上
去、打硬仗、攻难点、求突破的
信心，构筑起以新时期“弘扬医
学人文精神，强化医德医风建
设”及解放思想、转变作风为主
要内容的“精神高地”，形成冲
出“卫计洼地”的强大合力，才
能实现后发赶超。

怎么干？
以追赶者的勇气、跨越者

的气势、超越者的耐力，“踏石
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擂响
了“定了就干、马上就办”的铿
锵鼓点，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
跨越前行。

“我们要切实增强争先进
位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各项工
作都要敢于在全省、全市当先
进、树标杆。各位班子成员要严
格按照分工，逐条梳理，以“踏
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落
实、求实效，大力倡导雷厉风行
的工作作风，做到“定了就干、
马上就办”。”在7月19日委机关
半年工作调度会上该委党委书
记、主任刘德勇态度坚决。

两个突出，强化责任，落地
有声。该委要求各位班子成员
及全体机关干部职工加大工作
力度、加快工作进程；严格按照
分工，逐条梳理，以“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劲头抓落实、求实
效。同时，突出问题导向，特别
是突出重点问题，制定对重点
工作的督导方案，决定成立9个
督导组，对各县(市、区)、市属
开发区进行不少于两天的重点
工作督导。

三个优先，催人奋进，鼓舞
人心。强化工作考核，严格奖惩
到位。考核工作除工作完成情
况外，还要增加对班子成员和
各科室民主评议部分，由机关
副科级以上干部进行投票、评
议，将考核结果作为公务员年
度考核、评先树优、调整分工的
重要依据。对于考核优秀的科
室，优先分配公务员年度考核
优秀等次、优先向市委推荐其
科室负责人为后备干部、优先

推荐分管领导为年度考核优秀
等次；对于考核较差的科室，不
得分配公务员年度考核优秀等
次，并将对科室负责人进行约
谈，必要时调整其分管领导分
工。

四个“高度重视”，铿锵有
力，振聋发聩。该委党委书记、
主任刘德勇反复强调“要高度
重视担当作为不主动不积极的
问题，党委班子成员必须牢记
自己的责任所在、使命所在，要
有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高尚
情怀，牢记使命担当，始终保持
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勤勤
恳恳、任劳任怨、扎扎实实做好
每一项工作。要高度重视动真
碰硬、开拓创新意识不强力度
不够的问题，党委班子成员要
全身心投入事业，保持激情锐
气和冲劲闯劲，迎难而上、攻坚
克难，抓住机遇、打开局面。要
高度重视宗旨意识、群众观点
不强的问题，党委班子成员要
不忘初心，经常拷问自己我们
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深入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群众利益装在心上，真心实
意解决群众疾苦。要高度重视

“四风”反弹回潮、隐性变异的
问题，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以滴水穿石、锲而不
舍的劲头纠治“四风”，坚决防
止不正之风反弹回潮。要讲实
话、讲真话，察实情、干实事，以
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实际成
效取信于民。”

……
号角声声催奋进，马蹄阵

阵促斗志。在机遇与挑战交织
而来的征程中，聊城市卫生计
生的人正乘着新一轮解放思想
的东风，以追赶者的勇气、跨越
者的气势、超越者的耐力，擂响
了解放思想、转变作风、开拓进
取的铿锵鼓点，在科学发展的
道路上跨越前行。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
海须臾改”。从解放思想、转变
作风入手的聊城卫生计生，正
掀起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和省卫
生与健康大会、市十三次党代
会和全市“两会”精神的高潮，
用智慧、激情和汗水努力开创
聊城卫生计生工作新局面，谱
写创建人民群众满意的卫生计
生行业的新华章！

临清市卫生和计划生
育局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
加注重整体推进，紧紧围绕
卫生计生事业发展的需要，
以发展为主题，以人才队伍
建设为中心，积极实施人才
兴医战略，紧抓吸引、稳定、
培养、使用等环节，整合工
作力量，精心安排部署，采
取切实可行措施狠抓落实，
形成做好卫生计生人才工
作的合力，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
成立了以卫生计生局

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市卫
生计生局卫生计生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制定了《临清
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工程
实施方案》，全面加强了卫
生人才队伍建设。卫生计生
人才使用评价机制以及卫
生计生人事工作领导机制，
激励干部人才干事创业的
热情。

今年以来先后组织了
卫生计生监督执法人员培
训、《母婴健康手册》使用
指导培训会、计生工作者
业务培训并举行了考试，
计划生育监督专项培训会
等。大大提高了卫生计生
系统干部职工的业务、管
理水平。

临清市卫生计生人才
培养力度进一步加大，人才
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切

实做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目前公立医院人事制度
改革逐步向深入推进，医疗
对口帮扶工作不断拓展，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进一步增强，人事业务工作
全面扎实有效开展，人事干
部认真履行职责水平不断
提升，为卫生计生事业改革
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
障。

(袁月春)

临临清清市市：：多多管管齐齐下下加加强强人人才才队队伍伍建建设设

近日，市卫生计生委党员志愿
者来到东昌东路与黄山路交叉路
口，参与聊城市文明交通劝导志愿
服务活动。活动中，党员志愿者针对
机动车乱停车、机动车交通陋习、非
机动车乱骑行、行人乱穿马路、非法
车辆上路等不文明现象进行教育劝
阻，引导市民遵守交通秩序，养成文
明出行习惯。 (杨阳)

志志愿愿者者助助力力创创建建文文明明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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