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肖芳
本报通讯员 吕栋 毛延迪 于飞翔

2016年11月，青岛市即墨区被确定为县
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省级示范点，该区先行
先试，自2017年开始探索创新医疗服务管理
模式，推进区域医疗共同体建设。

如今，全区已在投资3000余万元建设100
处村级中心卫生室的基础上，成功组建了青
岛蓝谷医院、区人民医院、区中医医院三个
医共体。今年4月，即墨区人民医院和区中
医医院选拔出115名中级以上职称专家，下
沉到乡镇医院开展帮扶工作。

即墨区卫计局局长杨岩表示，随着医共
体建设的推进，群众就医更方便、上下转诊
更快捷、信息联通更顺畅，一张三级联动、
资源共享的医疗惠民大网已经铺开。

家门口就医更方便

家住即墨区田横岛度假区的70岁老人刘
志刚，患糖尿病20多年，由于一直没有规范
治疗，出现了并发症。为此，他每个月都需
要去即墨区人民医院复诊，坐公交一个来回
需要近4个小时。

今年，即墨区人民医院的内分泌科医生
宋孝辉被选派到田横卫生院帮扶，刘大爷一
家可高兴坏了。“从我家到卫生院只需要10多
分钟，我们再也不用早出晚归到大医院挤破
头看病了。”刘大爷的儿子兴奋地说。

即墨区灵山镇灵山一村村民吴乃海，患
环状痔15年了，病情反复发作、疼痛难忍，一
直采取保守治疗。半月前，听说区人民医院普
外专家刘戡来正在灵山卫生院帮扶，他赶紧
找了过来。刘主任接诊后，立即为他安排住院
进行手术。几天后，吴乃海康复出院。“以前就
愁去大医院看病，所以自己扛着。现在大医生
来到镇上，三四天时间就解除了我十几年的
病痛，太感谢了！”吴乃海难掩激动。

杨岩介绍说，医共体帮扶团队除定期到

镇、村卫生机构坐诊，还建立了“医共体业务
工作”微信群，所有相关医务人员全部加入，
随时随地进行交流。同时，针对乡镇卫生院常
见病诊断、临床治疗技能、慢性病早期发现等
内容，医共体专家还会定期开展专题培训，帮
助基层卫生院提高技能、规范服务。

双向转诊更快捷

9月28日中午，即墨区龙泉卫生院接诊
了62岁男性患者孙大叔，他口干、双眼视物
模糊已有20余天，空腹血糖值达19 . 7mmol/
L，极有可能合并酮症酸中毒。由于卫生院
条件有限，该患者需马上转到上级医院。值
班医师立即开通“双向转诊”通道，从汇报
到联系再到紧急转院，孙大叔仅用1个多小
时就住进了即墨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病房，
得到了及时救治。

“医共体的建立，使双向转诊通道更加畅

通，基层医院在遇到一些急症或大病时，可以
迅速采取上转措施，妥善安排患者上转急诊
或住院，及时得到上级医院规范诊疗，确保生
命安全。”龙泉卫生院院长王兆吉说。

与此同时，由于医共体帮扶专家定期到
基层卫生院坐诊，患者吃上了“定心丸”，在大
医院确诊后的慢性病或术后康复患者，也可
以通过医共体双向转诊，转至距离住所近、花
钱较少的基层医院做后续治疗，实现“大病进
医院、康复回基层”。

田横镇周家村63岁的刘淑云患脑梗塞，
造成右侧肢体麻木，手指、脚趾失去知觉，出
院后需按时做康复理疗和锻炼。但因交通、经
济等诸多因素，老人的后期治疗面临极大不
便。听闻镇卫生院已在专家帮扶下设立中医
康复科，刘淑云便从上级医院转至镇卫生院。
经过两个疗程的治疗和康复训练后，老人已
经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老人家属说，在家
门口也能得到和在大医院一样的治疗，不仅

省去了高昂的住院费，还省了不少交通、住
宿、陪护等附加费用。

据即墨区卫计局副局长乔绪辉介绍，乡
镇卫生院收费低、报销比例高，一般在乡镇卫
生院住院能报销90%，到了二级医院只能报销
70%。

信息联通更顺畅

在医共体建设过程中，群众就医少跑腿、
转诊更快捷的一个前提是信息联通更顺畅。

以慢病管理为例。近年来，即墨区卫计局
积极构建慢病防治管理系统，形成“社区管
理—120转运—中心救治—社区康复管理”无
缝衔接的密闭“管理环”。目前，即墨区所有乡
镇卫生院均已建成高血压病种PCIC系统，并
投入使用。该系统依托即墨区人民医院、区中
医医院建立的胸痛、脑卒中中心，实现对患者
血压等信息的实时监测、提前预警和跟踪防
治。

“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即便一直在服
药，也需要定期到医院复诊。但很多患者往
往在病情严重时去医院看病，稍微好点了就
不再复查或继续服药了。这就极易导致病情
反复，引起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南
泉镇卫生院院长王友旭介绍说，现在乡镇卫
生院都已建成高血压PCIC系统，签约患者每
天在家通过智能电子血压计测量血压，结果
会自动上传至平台形成长期监测数据。根据
平台信息系统对监测数据作出的分析和预
警，家庭医生团队会针对性地开展患者管
理。

截至目前，即墨区高血压PCIC系统平台
已签约高血压患者9 . 66万人，各镇街已向居民
发放无线传输电子血压计约1850台。糖尿病
病种PCIC系统也已经启动筹建。

乔绪辉表示，只有实现“信息联系起来、
管理统一起来、医生动起来、能力提起来、慢
病管起来、健康强起来”，医共体建设才能真
正给老百姓带来福利。

□记者 吕光社 孟一 报道
本报曲阜讯 近日，曲阜市大成旅行社桂军，东方圣城

国际旅行社刘凤，曲阜师范大学王倩、王芳蕾等4名人才入
选国家“万名旅游英才计划”。

据了解，“万名旅游英才计划”由原国家旅游局自
2015年启动，用3年时间分批遴选、培养10000余名旅游相
关专业的教师、学生以及旅游企业拔尖骨干管理人才和高
级技术技能人才，从而大力优化旅游人才求学成才、干事
创业生态环境，增强中国旅游业人才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曲阜市大力实施文化旅游人才聚集区建设，
出台系列政策举措，成立曲阜文化旅游发展咨询委员会，
组建曲阜文化旅游发展智库，构建人才交流信息网络平台
和智慧旅游的发展体系，文化旅游人才队伍素质明显提
升，人才资源总量不断增加，为打造国际知名文化旅游品
牌和中国优秀历史文化名城，创建国际性旅游目的地城市
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本报记者 高田 本报通讯员 席真

国庆节刚过，聊城市东昌府区闫寺街道
庞庄村党支部利用晚上时间，把党员们聚在一
起上党课、学政策。七十岁的庞庄村老党员庞
子亮，有着30多年党龄，深切体会到了村民代
表和党员们上“夜校”后村里发生的变化。

据了解，庞庄村整村土地流转，全村两千
多亩土地在今年年初流转为战略储备林项目。
庞庄村“两委”只用了几个晚上便商量妥了工
作，所有村民都高高兴兴地签了流转协议。“我
们利用夜校的时间，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进行讨
论，村里三十多名党员和几十名村民代表一起
讨论，把所有能遇到的问题都提前商量对策，
解决村民关于土地流转的疑惑。”庞庄村党支
部书记庞庆星说，“村民也认识到了土地流转
带来的便利，所以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庞庄村整村土地流转后，村民有了更多
空余时间，增加了打工机会。战略储备林项
目需要做一些挖坑、种树的工作，一些上年
纪的村民就在家门口打工挣一些零花钱。

67岁的老党员庞雪友说，村里夜校提升了

党员的凝聚力。几年前，庞庄村是闫寺街道有
名的“乱村”，村里新“两委”班子组建后，开始
给党员和村民代表组织“夜校”，邀请村里退休
老教师和村干部讲解党的思想、理论和政策。

“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党员，对一些新的理
论政策了解不深，年轻的村干部下了班来夜校
给我们通俗地讲解。以党员带动群众，村民闹
事儿的少了，经济收入也上去了。”庞雪友说。

东昌府区闫寺街道创新基层党组织生活
形式，2017年开始探索“党员夜校”模式，
利用晚上的时间组织党员上党课，现已在32
个农村党支部成功开设。

党员夜校课程根据农村党员需求进行了
精心安排，除了理论学习，还包括基层党员
干部党风廉政警示教育课，乡村振兴战略惠
民政策解读、农村常用法律知识等针对性内
容。授课结束后，还要组织自学和讨论，定
期交流学习心得，确保党员学懂学透。为了
确保学习效果，“党员夜校”规定了严格的
学习纪律，每个支部每月至少集中学习1次，
党建指导员负责把每名党员干部学习情况记
录在册，为落实党员积分制管理提供依据。

□记者 吴宝书 报道
本报鄄城讯 在农村有很多“政府管不

到、干部管不了、社会无人管”的老大难问
题，被基层干部称为“三不管问题”。而在
鄄城县的箕山镇，出现了专管这类问题的
“村民理事会”。

“修建祠堂要量力而行，不能搞平均摊
派，加重村民负担。”近日，在鄄城县箕山
镇大陈庄村村委会议室里，二十几个村民理
事会的理事们对此事直陈己见。

据介绍，村民理事会从离退休老干部、
农村老党员、退伍老军人、退休村干部等村
民中选出，理事会成员不拿分文报酬。理事
会由群众推选，能把群众的意愿、困难及时
向村委会和乡镇党委、政府汇报。

在村里，婆媳关系、邻里矛盾、家庭卫
生、“三堆”清理，都会有村民事务理事会积
极介入。前不久，大陈庄村民到邻村收购粮食
发生纠纷挨了打，村里听说后要到邻村打群
架，眼看要发生群体性械斗。理事长陈存银知
道后马上做村民工作，由理事会和村“两委”
出面调解此事，最后双方和解，一场群体性事

件顷刻化解于无形。
该村理事会理事长陈存银告诉记者：“像

修建祠堂、婆媳关系等，都是很棘手的问题，
村‘两委’有时想去管，村民不一定能理解接
受，而理事会是村‘两委’和村民的‘中间人’，
一边积极为村民争取利益，一边在监督村‘两
委’的同时建言献策，起到了中间协调作用。”

“理事们处处为我们着想，样样带头，
值得信赖。”村民陈保刚说。前两年，村民在村
民理事会的引导下心通气顺，一呼百应。村党
支部书记陈平选说：“多亏了村民理事会的鼎
力协助，很多‘政府管不到、干部管不了、社会
无人管’的老大难问题迎刃而解。”

箕山镇党委副书记冀海涛介绍，以前镇
村各种事务接连不断，基层干部们喘不过气
来，而今每个村庄都成立了理事会，管了不少
事务，村干部可以腾出更多精力发展经济。

理事会成员、老支部书记陈保让说，现在
村庄的矛盾纠纷多是因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引
起，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当事人之间的互相谅
解外，就要靠这些“中间人”苦口婆心地调解，
理事会每年调解处置矛盾纠纷30起以上。

□本报记者 李剑桥
本报通讯员 贾海宁 李秉桦

秋高气爽，晴空万里。滨州市沾化区利国
乡吴庙村养殖小区内，一排排深蓝色的光伏
面板在艳阳下熠熠闪光，棚内一头头渤海黑
牛、鲁西黄牛皮毛锃亮、体格健壮，刚出生不
久的小牛犊追逐嬉戏，向生人卖萌……

“每跳1个数，就是一元钱！”老支书韩玉
忠眼瞅着手机客户端上变化的光伏发电量，
扳指一算：今年繁殖的15头小牛犊，按照现在
的市场价每头8000元，就能收入120000元，每
个入股户能收入1万元，加上光伏的收益分
成，每户收入在15000元以上。

吴庙村位于黄河尾闾之地，土地贫瘠，丰

水则涝、枯水则旱，群众看天吃饭，是出了名
的“讨饭村”和“光棍村”，为了带领群众脱贫
致富，韩玉忠在支部书记的岗位上动了不少
心思：“前几年，带领群众养兔子、养貂，因水
土不服而‘夭折’；建养鸡大棚，规划养猪小
区，由于市场波动投资打了水漂……”

吴庙村的脱贫之路怎么走？利国乡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483户贫困人口859人，贫困发生
率8 . 24%，因病因残致贫和“三无户”（无资金、
无技术、无劳动能力）各占“半壁江山”。

资金缺乏不能干、技术没有不会干、风险
大了不敢干。上级拨付的扶贫政策资金，分摊
到每个贫困户，发展扶贫产业项目，对于农户
来说是杯水车薪。如何让这“一杯羹”变成“大
蛋糕”？“送钱送物是一时之济，难解长期之

忧，‘输血’救急，‘造血’脱贫。”利国乡党委书
记郭昕坦言，脱贫攻坚必须告别“撒芝麻盐”

“大水漫灌”等方式，摆脱以往“救济式扶贫”、
“福利式扶贫”越扶越贫的怪圈，户户有项目，
脱贫就不用愁。

利国乡地处鲁北平原，黄河三角洲腹地，
年平均日照时数2630小时，无霜期为205天，太
阳能源丰富；同时，盐碱滩涂多，适合发展畜
牧养殖业。最后，利国乡瞄准了光伏发电，探
索走出了一条“阳养结合、光畜互补”脱贫攻
坚之路。

利国乡统筹产业扶贫资金，激活社会企
业资本，激活村集体资产方式，整合资金2020
万元，利用吴庙村养殖小区53个养殖棚顶空
间，用光伏板做棚顶，建成了2 . 5MW光伏扶贫

项目。
说起“阳养结合”，吴庙村养羊户张现公

来了劲头：“每年养殖三鞭羊，一鞭平均400
只，育肥后每只收入100元，一年下来就有十
二三万的收入；每年节省养殖棚顶维护费三
千余元，公司每年给减免1000元的养殖棚租
赁费……”

“现在，养殖小区的光伏功率达到2 . 5兆
瓦，全年发电量达到350万度，平均每天发电１
万多度。”韩玉忠介绍，“为提升运维质量和效
率，我们安装了35台光伏板智能清扫机器人，
节省了人工清洗费用，提高发电量10%左右。”

吴庙村的2 . 5MW光伏扶贫项目，确保了
全乡483户贫困户年均收益3000余元；同时，28
个村集体收入全部达5万元以上。

组建三家医共体，115名专家下沉到乡镇医院帮扶

即墨：三级联动畅通就医路

沾化区利国乡53个养殖棚用光伏板做棚顶

牛羊萌哒哒 脱贫快唰唰

村里有啥事儿，
上“党员夜校”说道去

村民理事会：
专管村里的“三不管”

□记者 肖芳 报道
即墨区基层医院与上级医院进行远程会诊。

□潘宝德 报道
本报广饶讯 10月12日，山东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

动周系列活动之一，“皓宇杯”2018年东营市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广饶举行。自去年底被确定为省
级双创示范基地以来，广饶县完善“双创”发展环境，扶持

“双创”支撑平台，实现“双创”政策落地，构建“双创”发展生
态，确保到2020年全面构建起配套设施齐全、平台覆盖广
泛、各类人才集聚、制度保障完善的创新创业体系。

广饶举办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曲阜提升

文化旅游人才队伍素质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石勇 王业婷 报道
本报齐河讯 全国最大的粮食标准化生产基地之

一——— 齐河县日前对百余亩玉米籽粒直收品种进行了测
产，收割、摘穗、脱粒等一次性完成，秸秆被粉碎后就地还
田。“籽粒机收以后可以直接晾晒，不用再脱粒。”德州市农
科院副院长王凤延介绍，据悉，今年齐河县80万亩绿色食品
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玉米平均亩产达到678 . 7公斤。

齐河持续探索粮食生产绿色高质高效生产模式，除打
造全国集约面积最大、单位产量最高、产品质量最优的“华
夏第一麦”，在玉米生产上，推广优质耐密品种、宽垄密植+
抢茬机械单粒精播、配方精准施肥、“一防双减”、适期晚收、
机械收获的“七融合”集成技术，各项粮食绿色栽培生产技
术落实率达到100%。推行化肥减量增效工程，推广种肥同
播、底肥一次性施用高效缓释肥和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深化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测土配方覆盖率达到95%，肥料投入减
少12%。探索出“麦秸覆盖、玉米秸杆全量粉碎还田模式”。
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全县青贮玉米种植规模
达到7万亩以上。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98%，病虫害绿色
防控面积达到45万亩、统防统治面积达到75万亩，农药使用
量减少10%，每亩减少农药包装3—5个。

齐河80万亩全国绿色食品

原料基地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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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涛 张义霞 石静 报道
本报临沂讯 “以前靠种地维持生活，年收入不足

3000元。搬入新城后，我把土地流转出去，每年领取土地
流转费，还在村‘两委’的帮助下进入山东金典坚果有限
公司上班，每年增收20000余元。”10月15日，临沂临港区
辛庄村村民张传亮告诉记者。

张传亮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是辛庄村277户村民的缩
影。辛庄村之前是全区出了名的“穷窝子”，2013年以来，通
过争取棚户区改造政策，辛庄村村民全部搬迁到临港新城，
住上配套设施齐全的社区楼。村“两委”将所有有劳动能力
的村民登记并向企业推介，实现村民全部就业。截至目前，
村集体收入增幅40%，全村就业率达100%，村民人均收入由
原来的3000元增至2万余元，实现宜居宜业。

辛庄村由“穷窝子”到“明星村”的转变，得益于辛庄村
“两委”创新实施的“六抓六促”工作法。据党支部书记赵祥
卿介绍，该工作法以党建工作为引领，包括抓难点促发展合
力、抓党建促党员先锋作用发挥、抓思想促观念更新、抓作
风促工作落实、抓管理促服务提升、抓谋划促产业发展六个
方面。目前该工作法已在临港区干部职工中推广。今年7月，
赵祥卿被省委组织部授予“全省担当作为好书记”称号。

临沂临港区

“六抓六促”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李彦霞 报道
本报淄博讯 “多亏了街道和社区的行政调解员，费

心协调帮我们市场搭起了‘高大上’的彩色拱棚，我们再也
不用自己挂遮阳网，又美观又安全。”10月11日，淄博市周村
区丝绸路街道小商品市场商户王军边忙着上货边说。

周村小商品市场长期以来店外经营现象严重，由于市
场设施老旧，部分业主拉起遮阳网避暑，安全隐患严重，
秩序混乱。为此，丝绸路街道今年7月份提出组织业户统
一安装彩钢瓦拱形棚的办法，对市场进行提升改造。

由于需要负担费用，部分业主心存抵触，改造进度滞
后。街道和车站社区的调解员主动介入，召集业主商议解
决方案，同业户面对面沟通，挨家挨户做工作。经过近一
个月的努力，就连起初对提升改造持反对意见的王军也想
通了，不仅如此，他还动员其他业户参与进来。目前，市
场已完成一期共1753平方米的拱形棚建设，总投资23万余
元，116间商户享受到安全、干净、整洁的遮阳设施。

丝绸路街道：行政调解

为百余商户“调”出遮阳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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