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脱贫攻坚从健康开始
——丹凤县医院大力推进健康扶贫工作助力打赢脱贫攻坚

今年以来，商洛市丹凤县医院按照该县
脱贫攻坚总体要求，紧紧围绕“让脱贫攻坚从
健康开始”的健康扶贫工作思路，积极落实各
项惠民、便民措施，健康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为该县打赢脱贫攻坚硬仗提供了强有
力的保障。

强化组织领导 落实工作责任

为实施好健康脱贫工程，加强对健康扶贫
工作领导，该院成立了由院长任组长的健康扶
贫工作领导小组，业务院长担任健康扶贫医疗
工作队队长，医务科长任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
项救治工作临床诊疗专家组组长，制定了《丹
凤县医院健康扶贫工作实施方案》，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做好丹凤县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
救治工作的通知》《关于认真落实“健康扶贫十
项措施”助力健康扶贫工作的通知》《关于“扶
贫光明”工程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健康扶贫
工作任务及责任落到了实处。

强化医疗帮扶 贫困患者受益

该院设置贫困人口就医优先窗口、健康
扶贫门诊、扶贫病房，开通贫困患者就医绿色
通道，实行“先诊疗、后付费，零押金”住院的
医疗服务模式，截至目前，共为3872名贫困
患者优惠减免诊疗、检查费、住院费38.06万

元。优化“一站式服务结算”工作流程，简化
就诊及费用结算程序，方便贫困患者就医，一
年来共收治贫困住院患者 2900 余例，新农
合、大病保险、民政救助及政府兜底分别为贫
困患者核报医疗费用 2468万元、61.8 万元、
127.5 万元、91.4 万元。成立“大病专项救治
工作临床诊疗专家组”，收治大病患者 118
例，手术治疗3例，协调交大一附院3次选派
专家医疗团队对大病患者进行集中救治，对
需转上级医院的60余名患者及时转商洛医
院及交大一附院等三级医院进行治疗。实施

“扶贫光明工程”，对全县243名白内障患者
进行免费救治，慈善救助医药费24.1万元。

强化对口帮扶 助力健康扶贫

该院借助与西安交大一附院长期派驻医
疗队之机，经常性开展业务技术培训、教学查
房、手术指导、坐门诊等活动，提高医院管理及
业务技术水平。与此同时，选派高年资医师对
铁峪铺、竹林关卫生院进行对口支援，指导卫
生院开展业务及技术培训，让广大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县、省级医疗专家服务。利用互
联网+医疗优势，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省肿瘤医院开展远程会诊20余次、远程病
理诊断 26 例，满足患者不同层次的医疗需
求。组建“健康丹凤”巡回医疗队，先后28次

深入竹林关、峦庄、铁峪铺、武关等镇、村开展
健康扶贫义诊活动，为3600余名群众免费义
诊、体检，发放药品12万余元，开展健康教育
讲座10余场次，对帮扶的黄蝉村149户 470
名贫困人口免费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

强化政策宣传 提升群众满意度

为切实提高贫困人口健康扶贫政策措施
的知晓率和满意度，该院利用制作条幅展板
及宣传页、下乡义诊、知识讲座、LED屏、广
播电视媒体等方式，大力宣传各项惠民政策、
健康扶贫政策。通过宣传，使健康扶贫政策
宣传全方位、无死角，拉近了干群关系，营造
了健康扶贫浓厚氛围，有效提高贫困人口对
健康扶贫政策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强化帮扶措施 包扶成效显著

今年以来，丹凤县医院围绕脱贫户“5项
标准”和贫困村摘帽“7项标准”，在医院定点
包扶村黄蝉村积极开展“2+1”“3+1”“238”
等帮扶活动，脱贫攻坚帮扶工作取得了一定
成效。一是着力抓好产业发展。引导贫困户
发展了食用菌、天麻、养猪、核桃、板栗、劳务

输出等适宜产业。今年，该村天麻种植20万
窝，菌类生产 30 万袋，年生产天麻、茯苓约
500吨，年销售商品天麻600-800吨（鲜麻），
销售额预计达1850万元。争取上级产业奖
补资金12.88万元，帮助贫困户138户 490余
人发展产业。二是扎实推进基础项目建设。
争取项目资金10万元修复骡子坪组通组水
毁砂石路，协助完成入户路硬化86条，场院
硬化79户、改善户厕所106户，建柴草棚117
户，房屋涂白118户。三是“两房”建设稳步
推进。易地搬迁共71户278人，2018年已搬
入住 33 户、134 人；危房改造 21 户、37 人，
2017年改造 6户、10人，其余15户、27人已
于 2018 年 8月底全部入住。四是积极开展
形式多样的活动。先后联合丹凤朝阳爱心志
愿者协会开展“袜子去哪儿了”关爱农村留守
儿童活动，联合西安交大一附院、省人民医院
等三级医院专家教授进村开展义诊活动8次，
义诊群众1000人次，免费送药价值6000元，
为全村贫困户每人（价值500元）免费体检。
以上措施的施行，使得黄蝉村村容村貌变化较
大，产业发展起步良好，健康扶贫助推脱贫攻
坚工作得到有序推进。 闫鹏飞 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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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发现分水器冰凉

“今天已经是小区停暖的第
三天了，现在家里面一点热乎劲
都没有。”昨日，家住兴盛园小区
的贾先生说，12月23日早上，他
起床后突然感觉家中很冷，一摸
家中的分水器才发现暖气停了，
停暖的第二天下午，家中的暖气
渐渐开始有温度，但是分水器摸
上去是温的，第三天早上又成冰
凉的。

昨日上午，在贾先生家，厨
房水池下的暖气入户分水器摸
上去依旧冰凉，兴盛园小区采用
地暖供热，但地板摸上去也是凉
的。“你看我在外面穿的棉袄，回
家还是这一身，停暖了家里冷得

很，不敢脱衣服。”同小区住户孙
女士说。记者从该小区物业公
司了解到，昨日兴盛园小区所有
住户均处于停暖状态，物业公司
工作人员表示，小区的二次网运
行正常，停暖的原因是热力公司
管网出现故障。

管网泄漏将核算退费

记者了解到，因12月21日
城北管网发生泄漏，对凤城庭
院、兴盛园、紫薇风尚、凤麟尊
汇、EE新城等10个小区用户用
暖造成影响，为此，城北热力公
司尽快调整管网，确保受影响的
小区 12月 27日中午前恢复供
暖。同时，该公司称，如再次发
生故障，将根据换热站参数和物

业公司共同确定供暖影响天数，
进行核减，双倍退费。

因热力公司与物业公司签
订的供热合同中约定，热力公
司按每月 5.3元每平方米进行
热费收缴。所以退费金额也是
根据供热合同中约定的价格进
行计算核减。关于业主要求按
每月 5.8元每平方米进行核减
退费的诉求，热力公司将与物
业公司协商后，上报主管部门，
统一回复。

渭河电厂管网出现故障

此外，记者从西安市热力总
公司获悉，在城北热力公司供热
区域中，有 1998万平方米由趸
购的陕西渭河电厂热量承担供
热。为应对 12月 27日开始的

降雪天气，12月 26日上午 11
时，西安市热力总公司要求渭
河电厂提升供水温度及流量，
但渭河电厂回复，因 2号线管
网入口过滤器垫子泄漏无法
提升。

12月26日21时，渭河电厂
消缺完毕开始补水，但当日 23
时，已消缺部位设备又出现故障
无法运行，预计12月27日17时
维修完毕。电厂无法提升负荷
直接影响紫薇希望城、紫薇风
尚、海棠花园、兴盛园四个小区
用热，此外还有6个小区供热效
果不佳。目前，西安市热力总公
司人员已赶往抢修现场，积极督
促渭河电厂要求加快抢修尽快
恢复供热。

本报记者白圩珑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昨
日，西安市物价局下发通知，西
安市将加强生猪及相关产品市
场价格监管，严厉打击趁机串
通涨价等价格违法行为。

通知要求各级物价部门
督促经营者诚信经营，严格履
行价格承诺。严厉打击趁机串
通涨价、捏造和散布涨价信息、

哄抬价格、囤积居奇、变相抬价
等价格违法行为。

同时，对辖区内涉及生猪
产品生产经营单位、农产品批
发市场、超市等生猪相关产品
及猪肉价格情况进行重点检
查、随机抽查，发现价格违法行
为，严肃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
将移送公安机关。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元
旦、春节将至，西安市物价局昨
日下发通知，要求做好“双节”
期间市场价格监管，全市物价
部门将在旅游、商贸、公路客运
等重点监管区域开展价格检
查。市民发现有价格违法行
为，可拨打12358进行投诉。

通知要求各级价格主管
部门要加强节日市场经营行
为、节日热销产品的价格监
管，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依法
查处捏造散布涨价信息、价格
欺诈、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
对性质恶劣、问题严重、影响
较大的典型案件，可以通过新

闻媒体曝光，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重点检查旅游景点门
票价格是否严格按规定执行，
优惠减免政策是否落实，景区
内商品明码标价、停车场及游
乐项目收费公示的执行情况；
商贸、餐饮、娱乐、宾馆、旅行
社等行业在商业促销中的价

格行为及明码标价执行情况；
公路客运和城市公交、机动车
停车场（包括临时设置的停车
场及旅游景区内停车场）是否
严格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
价，有无收费标准公示牌；其
他与群众节日生活关系密切
的收费与价格。

本报讯（首席记者姬娜）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旅客的出
行需求，记者昨日获悉，12月
24日起，三府湾客运站新增
西安至江苏南通直达班车，

发车时间是 12:00，隔日一
班；运行时间，17小时左右；
途经徐州；西安至徐州票价
260元，西安至南通票价 380
元，站点为南通东站。

大货车突然着火
公交司机奋力扑救

本报讯（首席记者赵丽莉记者
陶颖）昨日10点半，西安366路135号
公交车驾驶员王鹏驾车营运到西三环
附近时，发现前方一辆康明斯大货车车
身上奔腾着火焰。王鹏见状立即停车，拿
起车上的灭火器跑向大货车朝火焰喷
去。由于火势太猛，一瓶灭火器未能将火
势控制，王鹏立刻逆着车流跑回公交车
上，又拿了一瓶灭火器重新返回着火现
场，帮助大货车司机将火情控制住。随
后，满身粉尘的王鹏在货车司机感谢声
中，返回到公交车上继续运营，沿途的大
货车司机和乘客都为驾驶员点赞。

记者从陕西交通集团获悉，12月27
日10时，西咸机场专用高速公路秦汉立
交、榆靖高速公路榆林西立交、延志吴高
速公路侯市收费站建成投入使用，陕西
省高速公路网新增3个出入口，秦汉收
费站在全省率先试点智能化收费，西安
渭河南北两岸车程缩短了25分钟。

秦汉互通式立交，位于西安咸阳
国际机场专用高速公路与兰池大道交
会处，是秦汉新城与西安主城区及机场
便捷连接的重要枢纽。车辆可经秦汉
收费站直接进出机场专用高速公路，收
费站出入口与兰池大道相接，可到达秦
汉新城管委会、咸阳北站。走原来的普
通道路经正阳大桥是30分钟，现在走
高速5分钟。

同日开通的榆林西（榆横工业园
区）互通立交收费站，可有效解决上下包
茂高速“费时、绕路”的问题，形成榆林市
东西南北高速公路便捷出入的大交通
格局。位于延安市志丹县侯市乡王南
沟村收费站出入口与高石路、侯阳路相
接，可到达志丹县侯市便民服务中心。

首席记者姬娜

城北供热管网发生泄漏

西安北郊个别小区停暖多日
近期气温普降，昨日又遇降雪，西安北郊个别小区却在这

时停了暖，数九寒天让住户们很难熬。昨日，北郊兴盛园小区
的10多名业主向本报“问暖热线”反映，停暖的这几天里，他
们只能穿着棉袄在家艰难度日。

西安开展“双节”市场价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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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脱贫攻坚从健康开始
——丹凤县医院大力推进健康扶贫工作助力打赢脱贫攻坚

今年以来，商洛市丹凤县医院按照该县
脱贫攻坚总体要求，紧紧围绕“让脱贫攻坚从
健康开始”的健康扶贫工作思路，积极落实各
项惠民、便民措施，健康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为该县打赢脱贫攻坚硬仗提供了强有
力的保障。

强化组织领导 落实工作责任

为实施好健康脱贫工程，加强对健康扶贫
工作领导，该院成立了由院长任组长的健康扶
贫工作领导小组，业务院长担任健康扶贫医疗
工作队队长，医务科长任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
项救治工作临床诊疗专家组组长，制定了《丹
凤县医院健康扶贫工作实施方案》，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做好丹凤县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
救治工作的通知》《关于认真落实“健康扶贫十
项措施”助力健康扶贫工作的通知》《关于“扶
贫光明”工程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健康扶贫
工作任务及责任落到了实处。

强化医疗帮扶 贫困患者受益

该院设置贫困人口就医优先窗口、健康
扶贫门诊、扶贫病房，开通贫困患者就医绿色
通道，实行“先诊疗、后付费，零押金”住院的
医疗服务模式，截至目前，共为3872名贫困
患者优惠减免诊疗、检查费、住院费38.06万

元。优化“一站式服务结算”工作流程，简化
就诊及费用结算程序，方便贫困患者就医，一
年来共收治贫困住院患者 2900 余例，新农
合、大病保险、民政救助及政府兜底分别为贫
困患者核报医疗费用 2468万元、61.8 万元、
127.5 万元、91.4 万元。成立“大病专项救治
工作临床诊疗专家组”，收治大病患者 118
例，手术治疗3例，协调交大一附院3次选派
专家医疗团队对大病患者进行集中救治，对
需转上级医院的60余名患者及时转商洛医
院及交大一附院等三级医院进行治疗。实施

“扶贫光明工程”，对全县243名白内障患者
进行免费救治，慈善救助医药费24.1万元。

强化对口帮扶 助力健康扶贫

该院借助与西安交大一附院长期派驻医
疗队之机，经常性开展业务技术培训、教学查
房、手术指导、坐门诊等活动，提高医院管理及
业务技术水平。与此同时，选派高年资医师对
铁峪铺、竹林关卫生院进行对口支援，指导卫
生院开展业务及技术培训，让广大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县、省级医疗专家服务。利用互
联网+医疗优势，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省肿瘤医院开展远程会诊20余次、远程病
理诊断 26 例，满足患者不同层次的医疗需
求。组建“健康丹凤”巡回医疗队，先后28次

深入竹林关、峦庄、铁峪铺、武关等镇、村开展
健康扶贫义诊活动，为3600余名群众免费义
诊、体检，发放药品12万余元，开展健康教育
讲座10余场次，对帮扶的黄蝉村149户 470
名贫困人口免费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

强化政策宣传 提升群众满意度

为切实提高贫困人口健康扶贫政策措施
的知晓率和满意度，该院利用制作条幅展板
及宣传页、下乡义诊、知识讲座、LED屏、广
播电视媒体等方式，大力宣传各项惠民政策、
健康扶贫政策。通过宣传，使健康扶贫政策
宣传全方位、无死角，拉近了干群关系，营造
了健康扶贫浓厚氛围，有效提高贫困人口对
健康扶贫政策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强化帮扶措施 包扶成效显著

今年以来，丹凤县医院围绕脱贫户“5项
标准”和贫困村摘帽“7项标准”，在医院定点
包扶村黄蝉村积极开展“2+1”“3+1”“238”
等帮扶活动，脱贫攻坚帮扶工作取得了一定
成效。一是着力抓好产业发展。引导贫困户
发展了食用菌、天麻、养猪、核桃、板栗、劳务

输出等适宜产业。今年，该村天麻种植20万
窝，菌类生产 30 万袋，年生产天麻、茯苓约
500吨，年销售商品天麻600-800吨（鲜麻），
销售额预计达1850万元。争取上级产业奖
补资金12.88万元，帮助贫困户138户 490余
人发展产业。二是扎实推进基础项目建设。
争取项目资金10万元修复骡子坪组通组水
毁砂石路，协助完成入户路硬化86条，场院
硬化79户、改善户厕所106户，建柴草棚117
户，房屋涂白118户。三是“两房”建设稳步
推进。易地搬迁共71户278人，2018年已搬
入住 33 户、134 人；危房改造 21 户、37 人，
2017年改造 6户、10人，其余15户、27人已
于 2018 年 8月底全部入住。四是积极开展
形式多样的活动。先后联合丹凤朝阳爱心志
愿者协会开展“袜子去哪儿了”关爱农村留守
儿童活动，联合西安交大一附院、省人民医院
等三级医院专家教授进村开展义诊活动8次，
义诊群众1000人次，免费送药价值6000元，
为全村贫困户每人（价值500元）免费体检。
以上措施的施行，使得黄蝉村村容村貌变化较
大，产业发展起步良好，健康扶贫助推脱贫攻
坚工作得到有序推进。 闫鹏飞 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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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发现分水器冰凉

“今天已经是小区停暖的第
三天了，现在家里面一点热乎劲
都没有。”昨日，家住兴盛园小区
的贾先生说，12月23日早上，他
起床后突然感觉家中很冷，一摸
家中的分水器才发现暖气停了，
停暖的第二天下午，家中的暖气
渐渐开始有温度，但是分水器摸
上去是温的，第三天早上又成冰
凉的。

昨日上午，在贾先生家，厨
房水池下的暖气入户分水器摸
上去依旧冰凉，兴盛园小区采用
地暖供热，但地板摸上去也是凉
的。“你看我在外面穿的棉袄，回
家还是这一身，停暖了家里冷得

很，不敢脱衣服。”同小区住户孙
女士说。记者从该小区物业公
司了解到，昨日兴盛园小区所有
住户均处于停暖状态，物业公司
工作人员表示，小区的二次网运
行正常，停暖的原因是热力公司
管网出现故障。

管网泄漏将核算退费

记者了解到，因12月21日
城北管网发生泄漏，对凤城庭
院、兴盛园、紫薇风尚、凤麟尊
汇、EE新城等10个小区用户用
暖造成影响，为此，城北热力公
司尽快调整管网，确保受影响的
小区 12月 27日中午前恢复供
暖。同时，该公司称，如再次发
生故障，将根据换热站参数和物

业公司共同确定供暖影响天数，
进行核减，双倍退费。

因热力公司与物业公司签
订的供热合同中约定，热力公
司按每月 5.3元每平方米进行
热费收缴。所以退费金额也是
根据供热合同中约定的价格进
行计算核减。关于业主要求按
每月 5.8元每平方米进行核减
退费的诉求，热力公司将与物
业公司协商后，上报主管部门，
统一回复。

渭河电厂管网出现故障

此外，记者从西安市热力总
公司获悉，在城北热力公司供热
区域中，有 1998万平方米由趸
购的陕西渭河电厂热量承担供
热。为应对 12月 27日开始的

降雪天气，12月 26日上午 11
时，西安市热力总公司要求渭
河电厂提升供水温度及流量，
但渭河电厂回复，因 2号线管
网入口过滤器垫子泄漏无法
提升。

12月26日21时，渭河电厂
消缺完毕开始补水，但当日 23
时，已消缺部位设备又出现故障
无法运行，预计12月27日17时
维修完毕。电厂无法提升负荷
直接影响紫薇希望城、紫薇风
尚、海棠花园、兴盛园四个小区
用热，此外还有6个小区供热效
果不佳。目前，西安市热力总公
司人员已赶往抢修现场，积极督
促渭河电厂要求加快抢修尽快
恢复供热。

本报记者白圩珑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昨
日，西安市物价局下发通知，西
安市将加强生猪及相关产品市
场价格监管，严厉打击趁机串
通涨价等价格违法行为。

通知要求各级物价部门
督促经营者诚信经营，严格履
行价格承诺。严厉打击趁机串
通涨价、捏造和散布涨价信息、

哄抬价格、囤积居奇、变相抬价
等价格违法行为。

同时，对辖区内涉及生猪
产品生产经营单位、农产品批
发市场、超市等生猪相关产品
及猪肉价格情况进行重点检
查、随机抽查，发现价格违法行
为，严肃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
将移送公安机关。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元
旦、春节将至，西安市物价局昨
日下发通知，要求做好“双节”
期间市场价格监管，全市物价
部门将在旅游、商贸、公路客运
等重点监管区域开展价格检
查。市民发现有价格违法行
为，可拨打12358进行投诉。

通知要求各级价格主管
部门要加强节日市场经营行
为、节日热销产品的价格监
管，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依法
查处捏造散布涨价信息、价格
欺诈、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
对性质恶劣、问题严重、影响
较大的典型案件，可以通过新

闻媒体曝光，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重点检查旅游景点门
票价格是否严格按规定执行，
优惠减免政策是否落实，景区
内商品明码标价、停车场及游
乐项目收费公示的执行情况；
商贸、餐饮、娱乐、宾馆、旅行
社等行业在商业促销中的价

格行为及明码标价执行情况；
公路客运和城市公交、机动车
停车场（包括临时设置的停车
场及旅游景区内停车场）是否
严格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
价，有无收费标准公示牌；其
他与群众节日生活关系密切
的收费与价格。

本报讯（首席记者姬娜）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旅客的出
行需求，记者昨日获悉，12月
24日起，三府湾客运站新增
西安至江苏南通直达班车，

发车时间是 12:00，隔日一
班；运行时间，17小时左右；
途经徐州；西安至徐州票价
260元，西安至南通票价 380
元，站点为南通东站。

大货车突然着火
公交司机奋力扑救

本报讯（首席记者赵丽莉记者
陶颖）昨日10点半，西安366路135号
公交车驾驶员王鹏驾车营运到西三环
附近时，发现前方一辆康明斯大货车车
身上奔腾着火焰。王鹏见状立即停车，拿
起车上的灭火器跑向大货车朝火焰喷
去。由于火势太猛，一瓶灭火器未能将火
势控制，王鹏立刻逆着车流跑回公交车
上，又拿了一瓶灭火器重新返回着火现
场，帮助大货车司机将火情控制住。随
后，满身粉尘的王鹏在货车司机感谢声
中，返回到公交车上继续运营，沿途的大
货车司机和乘客都为驾驶员点赞。

记者从陕西交通集团获悉，12月27
日10时，西咸机场专用高速公路秦汉立
交、榆靖高速公路榆林西立交、延志吴高
速公路侯市收费站建成投入使用，陕西
省高速公路网新增3个出入口，秦汉收
费站在全省率先试点智能化收费，西安
渭河南北两岸车程缩短了25分钟。

秦汉互通式立交，位于西安咸阳
国际机场专用高速公路与兰池大道交
会处，是秦汉新城与西安主城区及机场
便捷连接的重要枢纽。车辆可经秦汉
收费站直接进出机场专用高速公路，收
费站出入口与兰池大道相接，可到达秦
汉新城管委会、咸阳北站。走原来的普
通道路经正阳大桥是30分钟，现在走
高速5分钟。

同日开通的榆林西（榆横工业园
区）互通立交收费站，可有效解决上下包
茂高速“费时、绕路”的问题，形成榆林市
东西南北高速公路便捷出入的大交通
格局。位于延安市志丹县侯市乡王南
沟村收费站出入口与高石路、侯阳路相
接，可到达志丹县侯市便民服务中心。

首席记者姬娜

城北供热管网发生泄漏

西安北郊个别小区停暖多日
近期气温普降，昨日又遇降雪，西安北郊个别小区却在这

时停了暖，数九寒天让住户们很难熬。昨日，北郊兴盛园小区
的10多名业主向本报“问暖热线”反映，停暖的这几天里，他
们只能穿着棉袄在家艰难度日。

西安开展“双节”市场价格检查

民生播报

严打趁机串通涨价行为 三府湾客运站
新增西安至南通班车

机场专用高速
秦汉收费站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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