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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新作为

鉴言

□包骞

国家卫计委等部门多次出台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力争实现每个家庭拥有一名合格的签约医
生。2016 年，全区家庭医生签约覆盖率达到 25.4%，
其中重点人群达到 49.1%。因此可以相信，随着这项
工作的强力推进，到 2020年，实现家庭医生全覆盖应
该问题不大。问题是家庭医生数量有了质量如何，能

否解决看病难和贵？毕竟，费点纸、签个约容易得很，
真正为患者排忧解难，让医改利好惠及每个家庭，却
不太简单。

推进家庭医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缓解看病
难、看病贵，实现首诊在基层。试想，如果一部分的家
庭医生不合格、徒具其名，甚至成了“南郭先生”，那么
这样的家庭医生又有多大意义？家庭医生只有为签
约对象解决问题，让居民实际受益，才能建立起信任
关系，也才能使改革走向成功。

医疗服务水平决定了签约家庭医生的生命力。
这需要相关部门加大对家庭医生的宣传力度，同时，
加强家庭医生的业务培训、提高技术水平，让更多资
深医院、医生加入到家庭医生服务行列，让社区居民
切实感受到签约家庭医生服务的实惠和好处。

提升家庭医生的服务水平，需要完善家庭医生的
职业准入制度和激励机制。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要
建立健全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让家庭医生的薪酬待
遇和签约服务挂钩，并把家庭医生是否称职的话语权

交给群众。同时，制订监督医生执业的相关制度，以
责任制倒逼家庭医生合法合规行医，提升服务质量。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值得期待，但只有弥补现有医
疗服务模式的缺失与不足，构建良性的医疗生态，在
医保改革、医疗体系资源均衡分配等基础性工作上打
牢根基，实现医生履约与病人签约的良性互动，服务
才能提质。乐见推进家庭卫生改革的各项工作落细
落实，也期待每一个民众都能真正感受到家庭医生服
务的温暖。

让医改利好惠及每个家庭

□帅政

家庭医生曾是高端医疗的代名
词，但现在它已经逐步走进了寻常百
姓家。不仅如此，自治区建档立卡的
贫困户也成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受
益者，签约率接近百分之百，大大缓解
了贫困户的健康压力。

近日，兴和县店子镇村民刘永旺，
带着家人一早走进了镇卫生院，首次
经历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的体检项
目。

在店子镇卫生院中医馆内，除了
承担日常的门诊外，家庭医生履约体
检项目正有序进行。从早晨 8点开
始，踊跃体检的人群接踵而至。在呼
和浩特市从事 8年电工工作的刘永

旺，在先后完成了心电图、B超、血脂
血糖测定等服务包体检项目后，心情
颇为激动，“今天我家来了3个人，都
是免费的，检查后对家人特别是老人
的身体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政策
非常好！”

今年，店子镇卫生院将承担1367
名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的家庭医生签
约免费服务工作，此次体检正式拉开
了服务序幕。东洼村村民王玉明从事
搬运工作，也特意从包头请假赶回来，
这也是他第二次参加体检了。常年在
外工作，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老家年
逾八旬的母亲，“每个月回来探亲都会
跟医生沟通，有了家庭医生，真是帮了
大忙，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他们对
老人照应和服务都很贴心，我很感
动。”

今年全镇建档立卡户的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集中体检项目将分六个批次
进行。目前，该镇卫生院将组织人员
进村入户，为行动不便的贫困签约人
群上门服务，确保每一个签约对象都
能进行一次完整的体检。

准格尔旗是自治区率先启动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的旗县之一，经过近五
年的努力，全旗各村社的村民，慢性病
患者、老年人以及特殊人群、贫困户都
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他们不用去医
院挂号排队，在家就可以享受多项免
费的基本公共卫生和一般的医疗服
务。

一大早，魏家峁镇中心卫生院的
内科主治医师王洪波和同事便赶到王
欢家，这是他今年第 N次“找上门”，
为签约病人例行身体检查，并送上暖

心诊疗服务和康复指导建议。到家
后，诊断、消毒、拍背、换尿管、清理套
管等，王洪波和同事熟练地做完了这
一系列的诊疗和护理工作，并为家属
仔细交代了各方面注意事项。“咱这病
不定时的，一打电话随叫随到，不管白
天还是晚上，马上人家就来了，来给我
服务的挺周到，还给我妻子指导怎么
做。”魏家峁镇村民王欢感激地说。
2017年7月王欢因为一次车祸意外，
导致高位截瘫。在家庭医生的帮助
下，王欢的两个胳膊可以灵活转动了，
这样的签约服务让他吃了一颗定心
丸。

“我们每次来给他指导的用药，
再就是指导他防褥疮和肺部感染，
给健康指导，还有就是给他进行心
理辅导，让他有战胜疾病的信心，增

强观念。有时候存在我们出诊过不
来的情况，所以每次来都要给家属
教会一些技巧，如怎样排痰，怎样吸
痰，怎样拍背，如何预防褥疮等。”
魏家峁中心卫生院主治医师王洪波
介绍说。

在魏家峁镇，签约家庭医生服务
的患者不在少数，他们大多需要常年
服药，定期检测病情。为了保障这些
弱势群体的医疗服务，家庭医生们在
签约后，会定期到签约对象家中走访，
给他们提供日常的诊疗和健康讲解服
务，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魏家峁中心卫生院院长刘宇春介绍
说：“截止现在，我们辖区重点人群签
约是1845户 5226人，特殊人群是24
户 106人，贫困户是 64户是 180人。
其中贫困人口和重点人群签约率是

100%的。通过这个签约服务能够提
高咱们辖区老百姓，重点人群，还有特
殊人群的生活质量，还有他的健康水
平，使他更好地感受到咱们政策的温
暖。”

近年来，准格尔旗全面推行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实现了卫生服务由单
向的、被动的“服务提供者”向双向的、
主动的“提供服务者”转变，让城乡居
民感受到人性化、亲情化的服务，享受
到更为便捷、贴心、连续、综合的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逐步形成基层首诊，分
级诊疗，双向转诊的就医格局。据了
解，目前全旗累计签约194437人，签
约率达到52.3%；目前计划生育特别
扶助人员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员签约率
达100%，家庭医生成了百姓的“健康
守门人”。

民声快线

记者调查·关注民生

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贫困户的贫困户的““健康守门人健康守门人””

观点

□吴青奋

连日来，九城宫旅游度假区内每天热闹非
凡。一直以农耕、草原文化为招牌的九城宫旅游
度假区，今年在首轮旅游高峰来临之前，早早启
动了景区提升改造工程，让老景区提档升级，有
了更多“新看头”。

今年，结合国家鼓励旅游企业发展研学旅游
的新向标，九城宫旅游度假区推出了研学旅游

“海量包”。“海量包”中既有完善的学生冬夏令
营，也有生命安全、生活体验、生态科技、生存磨
砺、传统文化教育等多个项目。这些寓教于乐的
研学旅游新项目，很受游客们的欢迎。

“咱们今天要种的植物是向日葵，大家一定要仔
细听好我们的要求和步骤，才能让向日葵顺利发芽
……”在九城宫QQ农场研学项目现场，技术人员在
讲解了向日葵种植技术后，把准备好的种子分发给
大家，同学们纷纷高举小手，等待着种子的到来。在

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大家手拿着铲子、小水桶，在厚
厚的土壤里亲手种下了向日葵。参加活动的小学生
韩亦婷告诉笔者：“这是我第一次种向日葵，通过今
天的活动，让我知道了种子发芽不仅需要水，还需要
阳光和肥料。我回去后还要写下种植日记，只要有
空都要来这里照料它，看着它健康长大。”

进入5月份，景区研学旅游新项目迅速掀起
旅游热，使得景区游客接待量不断增加。同时，
景区投资3000万元打造的研学旅行集散中心也
已开工建设。在施工现场，100多名建筑工人正
在加班加点推动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结合原
有住宿区域，景区每日可同时接待1500人住宿
就餐，为研学旅行项目提供可靠的住宿保障。

据了解，今年东胜区将强化重点项目建设，对
重点旅游项目原有的资源进行整合，针对不同的
客源市场，一边打造新景点，一边提升旧景区，打
造了一批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休闲旅游产品。九城
宫旅游度假区将重点建成鄂尔多斯研学旅游集散
中心、伊克汗蒙古游牧部落度假项目建设及滑雪

场升级扩建。研学集散中心四合院项目已于4月
1日开工，现已完成75%，预计6月30日竣工，7月
初投入使用；火车驿站项目车厢外部喷漆已完毕，
现正在进行内部装修，预计本月底完工并投入使
用；圆缘客栈共计28座，已完工2座，其余26座正
在进行内部装修；伊克汗蒙古游牧部落度假项目
建设工程的马匹、演员服装、硬件设备补充完毕，
现正在进行演员招募、剧本编辑工作。

眼下旅游市场竞争火热，谁有好项目，谁的
服务优，游客就愿意为谁买单。指着景区正在升
级改造的新项目，九城宫旅游度假区副总经理王
欢兴奋地说：“今年为了在旅游市场中拔得头筹，
九城宫旅游度假区一开春就实施软硬件齐步走，
双轮驱动，提升景区各项功能，跑出了发展新速
度，目前，已签订了北京、上海、杭州等学校的
2000多人订单。同时，度假区将继续加大力度，
配合火车营地、农耕博物馆等硬件，开发了小小
骑兵、草原小巴特等近30套课程，通过整体的研
发，把研学活动推向一个新高度。”

老景区的华丽转身

编者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础，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途径，也是应对老龄化和疾病变化所带来健康新挑战的重要举措。2016年，自治区开始全面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
计划对重点人群的签约覆盖率达到60%以上，对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签约覆盖率目标要达到100%。目前来看，有93.6%的旗县出台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方案，重点人群签约服务率达到68%，贫困
人口签约覆盖率达到97%以上。

当今，农民不读报不看书，容易与社会脱
节，所以农民的阅读状况很重要。四子王旗桥
西派出所和忽鸡图派出所的民警们意识到这
一点，志愿开展文化服务。他们利用节假日和
双休日，深入革命老区活佛滩和忽鸡图，组织
农民读报看书，培养农村读报人。

桥西和忽鸡图两所11名民警，经常带着
《人民日报》《内蒙古日报》蒙汉文版和《乌兰察
布日报》蒙汉文版，组织农民读三级党报，营造
了浓厚的读书看报氛围。村民闫存柱说：“我
们通过读报，学十九大、学文化、学科技、丰富
业余，收获不小！”志愿者表示，鼓励村民养成
爱读报看书的良好习惯，有利于提升村民素
质，为建设美丽乡村做出贡献。

（君文 姚易国 韩和平）

文化志愿服务
培养农村读报人

前日，喀旗红十字会到喀旗牛家营子初级
中学组织开展了“关爱贫困家庭学子视力健
康”爱心捐赠活动。本次活动由赤峰市真视达
眼镜有限公司和锦山真视达眼镜店共同资助，
聘请专业验光人员给孩子们免费验光及普查
视力，并为单纯近视的学生赠送 168元近视眼
镜一副。 雷金 摄

几天前，鄂温克族自治旗辉苏木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丰收节，牧民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图为牧民表演传统的柳编工艺。 本报记者 苏永生 摄

传承民族特色手工艺

图说

在农村建设就业创业一条街，您听过么？
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张皋镇张皋行政村就建了
这么一条街。这条街位于张皋村文化大院对
面，由27间仿古商铺组成。这几天，58岁的杨
兰云正在这条街上的扶贫车间里学习缝纫技
术，等到扶贫车间投产后，她每年大概可以增
加收入2万多元。

张皋镇副镇长李俊林表示，最初本想依托
张皋悠久的历史文化条件，建成古镇一条街吸
引游客，挖掘当地文化旅游。后来在市人社局
的帮扶下，经过充分的考察和讨论后决定建成
就业创业一条街。目前该街已经引进内蒙古
罗兰蒂服装加工厂和呼和浩特君阳服装有限
公司，占用 12间商铺建设了服装加工车间。
这几天，村民正在参加技术培训，待车间运行
后，可吸纳40多名贫困人口就业，人均年收入
可达3万元。同时村集体收入可增加9万多
元，将用于为90户贫困户分红。 （于澎）

建在村里的
就业创业一条街

□何勇

空调发生故障，明明只需将遥控器设置
对码准确，便能使机器重新正常工作，但上
门维修人员却夸大故障，最终收费竟达730
元。7月2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公布2018空调维修体察报告称，调查显示多
数空调维修服务商存在误导和欺骗消费者
行为。 （7月3日《人民日报》）

没有故障，说成有故障；小毛病，说成大
问题，小病大修、虚假维修、过度维修。这些
其实不只是空调维修行业的独有现象，而是
整个家电维修行业的普遍现象。

对绝大多数普通消费者来说，即便是受
过高等教育，其实基本上缺乏家电维修常识、
专业知识，不懂家电维修，无法精准辨别家电
维修人员各种说法的真伪，只能选择相信家
电维修人员的说法，按照家电维修人员的要
求进行维修，根本发现不了其中的猫腻。特
别是像空调、净水机等家用电器已经成为居
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家电，在每天需要
使用的情况下，为了能够早点修好，尽早使
用，更逼得人们不得不信任家电维修人员的
说法，不得不接受家电维修人员的维修方案。

但究其根源，还是与法律法规不完善有
关。在目前，针对家电维修行业的监管，只有
一部商务部在2012年出台实施的《家电维修服
务业管理办法》。虽然规定家电维修经营者和
从业人员应恪守职业道德，不得有虚列、夸大、
伪造维修服务项目或内容；隐瞒、掩饰因维修
服务导致用户产品损毁的事实；虚报故障部
件，故意替换性能正常的部件等行为。但规定
仍然过去笼统，不够细致，加上信息不对等，消
费者通常不清楚具体的维修项目，待维修完成
后，取证又存在困难，使得这些规定执行存在
困难，执法部门无法进行处罚。

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净化家电维修市
场，监管必须真管。首先，要进一步细化家
电维修服务业的法律法规，为消费者维权提
供便利，也为职能部门执法提供更强有力的
依据。

其次，对虚假维修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行为必须用重典，实行“一票否决制”、

“一次性死亡”的严厉处罚。家电维修人员
实施虚假维修行为的，一经发现，务必严
惩。与互联网平台签约的家电维修企业，发
现虚假维修行为的，必须直接踢出名单，禁
止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相关信息。

再者，家电维修行业组织要加强对家电维
修企业、家电维修人员的自律监管，向社会发
布信得过的白名单和不可信的黑名单，方便消
费者选择。同时，有必要利用互联网传播家电
维修常识，提高大众的家电维修知识，不断弥
合信息不对称格局，减少家电维修人员的忽悠
空间。

另外，家电企业要强化维修等售后服
务，建立直营维修网点，方便消费者维修。

空调假维修
监管要真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