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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路 张国栋 报道
本报青岛6月11日讯 博鳌亚

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今天在青
岛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宣读习近平主席
贺信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陈竺出席开幕式。

孙春兰指出，习近平主席的贺
信，深刻阐释了人人享有健康在全
球卫生事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发出
了促进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的倡
议，为我们深化交流、增进全人类
健康福祉增添了信心和动力。健康
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健康促进是国
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中国将加强与
各国的交流合作，携手构建全球公
共卫生安全防控体系，共同搭建全
球健康治理平台，与各国一道推进
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增进
各国人民的健康福祉。

孙春兰强调，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
健康，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全方
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深入实
施健康中国行动，通过政府、社
会、家庭、个人的共同努力，努力
使群众不生病少生病。坚定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紧紧围绕解决看
病难、看病贵问题，推动医疗、医
保、医药联动改革。加大癌症、心
脑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防治科技攻
关，支持新药、医疗设备研发和应
用，不断提升医疗服务和健康产品
的科技含量。全面推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建立健全具有中医药特色的
医疗保健服务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和科学研究体系，更好发挥中医药
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的作用。

在青岛期间，孙春兰专门来到社区卫生健康服务机构、智慧医疗
全科中心，了解普及健康知识、加强健康管理、开展健康促进情况，
充分肯定中医药特色服务成效，要求发挥好居民健康守门人作用，把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结合起来，从以治病为中心转
向以健康为中心，不断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加强基层中医服务体系建
设，发挥中医贴近群众、扎根基层优势，普及健康知识，做好早期预
防，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行为和习惯，自觉承担起自己健康的第一
责任，不断提高健康获得感和幸福感。

开幕式上，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主席陈冯富珍，省委
书记刘家义，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红十字会
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阿西先后致辞。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
德赛发来视频致辞。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主持并致欢迎辞。

本届大会以汇聚全球健康领域共识、整合医药卫生和大健康产业
智慧与资源、聚焦卫生健康问题和提升影响力为目的，围绕“健康无
处不在——— 可持续发展的2030时代”主题和“人人得享健康”口号，
讨论大健康相关领域热点，促进全球合作，汇聚良好意愿与智慧，共
图人类健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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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子路 张国栋 报道
本报青岛6月11日讯 今天上午，康复大学（筹）揭牌仪式在青

岛举行。省委书记刘家义，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博鳌亚洲论
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主席陈冯富珍，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省委常
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共同为康复大学（筹）揭牌。

近日，教育部正式批复筹建康复大学。康复大学由山东省主办，
中国残联、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共同建设，驻地青岛市。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康复大学建设，将其纳入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康复
大学建设将以高起点、高水平、国际化为标准，秉持当代先进康复理
念，融合医学、生命科学、人文科学等，建设成一所以研究为基础、
以康复应用为主导的新型大学。

中国残联副主席、副理事长程凯主持仪式并介绍了康复大学筹建
相关情况，副省长于杰宣读了教育部《关于支持筹建康复大学的函》。

中国残联副主席黄悦勤，省直有关部门和青岛市负责同志参加活
动。

康复大学落地青岛
康复大学（筹）揭牌仪式举行

□记者 李振 肖芳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6月11日讯 今天上午，康

复大学（筹）落地山东揭牌仪式在青岛举
行，我省又将新添一所新型高水平大学。

据了解，康复大学选址位于青岛市红
岛南部滨海地块，占地70公顷。大学建设坚
持高起点谋划，目标建设成为教学科研医
疗服务贯通、预防与治疗相结合的新型高
水平大学。学科建设上突出“高精尖”定位，
以高层次人才培养、高水平科学研究，引领

国家康复教育转型升级。康复大学聚焦国
家康复事业发展核心需求，不盲目追求大
而全，初期招生规模控制在5000人左右。

从提出设想到最终落地山东，康复大
学筹备过程历经5年。2015年，中国残联向
国务院提交报告，首次提出建设康复大学
的设想。2016-2017年，康复大学建设相继
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等4个国家级发展规划。2018年，
中国残联、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山东省逐

渐形成部级沟通机制。2019年3月，明确康
复大学选址和省部共建的办学方式。6月，
康复大学建设获教育部正式批复。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康复大学建设，
将其纳入《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实施规划》。青岛从土地、建设、经费等
多方对康复大学落地全方位护航：青岛市
无偿提供康复大学建设用地及产业孵化、
康复服务等配套用地，一期用地1000亩；
负责康复大学的基础建设，实施“交钥

匙”工程；康复大学办学经费和专项经费
上级支付不足部分，由青岛市财政承担。

我国有8500万残疾人，康复是残疾生
命的重建。我国还有4400万失能和半失能
老人，也需要优质的康复服务。但目前我
国康复服务能力远远不能满足残疾人、失
能和半失能人群的康复需求，其关键在于
专业康复人才的缺乏。据了解，目前全国
只有70多所本专科院校开设了康复专业，
尚未建立完整的康复学科体系。

落地山东，康复大学将建成什么样？
◆目标：省部共建新型高水平大学 ◆招生：初期控制在5000人左右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6月11日，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在青
岛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
信。

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
人类共同愿景，也是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全球卫生
事业，是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博鳌亚洲论坛一直致
力于促进亚洲以及世界的共同发展和
人民福祉，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在这方
面的又一重要努力。希望大会能够有

效凝聚各方力量和共识，交流互鉴，
推动全球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发展，
促进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为全人
类健康福祉作出贡献。

习近平致信祝贺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开幕

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

□ 本报记者 王学文 张春晓
赵 君 齐 静
张依盟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
的。做民生工作，首先要有为民情怀。
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
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民生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
兹的重大关切。一年前，总书记亲临齐
鲁大地，登海岛、进社区、访农户、问
民生，体现了共产党人博大的为民情
怀，贯穿着对山东人民的深情厚爱。

一年来，山东各级党员干部牢记总
书记嘱托，坚持人民立场，践行初心使
命，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
目标，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扎实
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用心用情用
力为民造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
持续。

把群众笑脸作为检

验政策的试金石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
民是阅卷人。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检验一切
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
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
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

两盒治疗高血压的“缬沙坦氨氯地
平片”，116元。5月30日，刘惠云老人
拿着老家潍坊的社保卡，终于在济南的
药店买到了服用的药。帮儿子带孩子的
她，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每隔一段时
间，回潍坊用社保卡买一大包药带回济
南。一项小便利的背后，是一整套政策
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

让总书记对民生工作的重要指示在
山东扎根、开花、结果，山东从部署、
执行到考核监督不断健全制度安排。对
标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硬任务，结
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今年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抓好20项
重点民生实事落实的工作方案》。特殊
群体关爱、异地就医、农村“七改”、
滩区迁建、化解中小学大班额问题……
20大项55小项，每一项都与人民群众的
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这是未来一段时间
我省做好民生工作的总体规划，也是省
委、省政府对全省人民的庄严承诺。方
案明确，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负
总责，省委副书记牵头抓总，各相关副
省长是分工民生领域第一责任人；对所

有任务逐一明确牵头负责人、责任部门
和时间表。方案中提出的省内异地就医
购药“一卡通行”，如期实现，“刘惠
云”们绽开了笑脸。

把群众笑脸作为检验政策的试金
石，就是坚持人民立场，把群众当自己
的亲人，真正察民情、解民忧。随着脱
贫攻坚向纵深推进，山东聚焦“难中之
难”“坚中之坚”，紧盯“黄河滩”、
聚焦“沂蒙山”、锁定“老病残”，在
党中央关怀下，投资280亿元实施黄河
滩区脱贫迁建，就是要让60万滩区居民
实现祖祖辈辈日思夜盼的安居致富梦，
真正把“小康路上，不让一个困难群众
掉队”的要求落到实处。在全省开展领
导干部包案化解信访积案，对10年以上
信访积案由省级领导干部带头包案，确
保年内全部“清零”；5年以上信访积
案由市厅级、县级领导干部包案，确保
年内化解50%以上，就是要让老百姓解
开思想上的“疙瘩”，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关怀，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奔康致

富。
千方百计加大民生投入，既尽力而

为又量力而行，坚决兜牢民生保障底
线，山东作了周密部署。社会救助是社
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当
前需要突破以民政部门为主的“小救
助”，建立起跨部门的“大救助”。去
年，山东在全国率先提出“大救助”体
系建设，目前已在临邑县成功试点。在
“大救助”体系下，社会救助加大政策
统筹力度，避免政策“碎片化”，将实
现“一门办理”，让困难群众得到及时
有效的贴心救助。

好政策离不开有效执行，尤其要靠
考核监督倒逼执行。山东加强对民生工
作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坚持求真务
实、“一竿子插到底”，不只看报表、
听汇报。4月20日，大众日报全文刊发
《2018年度全省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
情况通报》，成为全国首“晒”最严扶
贫成绩单的省份。考核成绩靠后的市和
省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党政主

要领导被集体约谈。其中，被约谈的一
个市存在扶贫人员不到位问题，约谈后
第一时间重新部署、展开整改。

精准施策，把好事

办好、把实事办实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民生面
对千家万户，民生需求千差万别，民生
工作只有更精细精准，才能办到群众心
坎里。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
键之年。山东各级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
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抓住群
众反映最强烈、最突出的问题，精准
化、精细化施策，确保把好事办好、把
实事办实。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山东有失
能、半失能老人400余万人。曲阜市探索
居家医康养模式，医疗人员上门为失能
老人做康复治疗， （下转第五版）

不忘初心，答好民生新考卷
——— 山东扎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纪实之三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陈星华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山东省外贸进出口

7957 . 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 . 8%，较同期全国增速快2 . 7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4251 . 7亿元，增长6 . 3%；进口3705 . 5亿元，增长7 . 4%。

民营企业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比继续提升，国有企业进出口
增长显著。前5个月，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5072 . 4亿元，增长9 . 9%，占
外贸进出口总值的63 . 7%。

据统计，前5个月，山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
2290 . 1亿元，同比增长18 . 5%，比全省整体进出口增速高11 . 7个百分
点，比全国对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高9 . 5个百分点，占山东外贸进出
口总值的28 . 8%。

前5个月山东外贸
进出口同比增长6 . 8%

□ 责任编辑 孙先凯 杨鹏

2018年6月12日上午，习近平来到青岛市李沧区世园街道上流佳苑社区，居民们热烈鼓掌欢迎。（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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