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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一惠民政策17日起施行
本报讯（记者 王紫）6 月 13 日，记者从省卫生计生委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按照国务院办公厅相关精神,省政府
出台了《青海省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实
施方案》。该《实施方案》就健全适应行业特点的全科医生培
养制度和创新全科医生使用激励机制作出重要部署，并将于 6
月 17 日施行。
据省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制约，我省全科医生队伍建设与深化医改和建设健康青海的
需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基层仍然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短
板，基层人才队伍依然是短板中的短板。从数量上看，全科医
生只有 1100 人，每万人口拥有全科医生 1.8 人，与人民群众健
康需求相比有较大差距。从质量上看，基层临床医生本科及
以上学历的不到 10%，且多数没有接受过严格、规范的住院医
师培训。从职业发展上看，由于全科医生薪酬待遇较低、职称
晋升较难、发展空间小等诸多困难，全科岗位还缺乏吸引力。
这些问题不解决，
分级诊疗制度将难以全面落实。
针对当前我省全科医生队伍建设中的突出问题，着眼于
满足健康青海建设的迫切需求，我省在开展相关工作后，出台
了此《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为：到 2020 年，适应行业特
点的全科医生培养制度基本建立，适应全科医学人才发展的
激励机制基本健全，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 2-3 名合格的全科
医生；2025 年，达到 4 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到 2030 年，达到 5 名
合格的全科医生。从 2018 年起，新增临床医学、中医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重点向全科等紧缺专业倾斜；力争到
2020 年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数量达到当年住院
医师招收总计划的 40%。
《实施方案》出台 6 个方面的重要举措：
●全面加强全科医学教育。要求青海大学、青海卫生职
业技术学院面向全体医学类专业学生开展全科医学教育和全
科临床见习和实习，鼓励成立全科医学教研室或全科医学系，
开设全科医学概论等必修课程。
●加强全科医学学科建设，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综
合医院）要独立设置全科医学科，与基层实践基地联合培养全
科医生。加大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力度。
●提高全科医生薪酬待遇。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
医生工资水平，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水平正常增
长机制，使其工资水平与当地县区级综合医院同等条件临床
医师工资水平相衔接。完善绩效工资分配，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内部绩效工资分配可设立全科医生津贴。推进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签约服务费作为家庭医生团队所在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收入组成部分，
可用于人员薪酬分配。
●拓展职业发展前景。经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助理全
科医师培训合格的本科、专科学历全科医生（助理），分别与临
床医学、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和本科生同等对待。职称
晋升享受优惠政策。经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并
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可直接参加中级职称考试，考试
通过的直接聘任中级职称。对长期扎根农村牧区基层工作的
全科医生连续工作满 10 年的，经各市州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副高职称评审委员会考核认定，直接取得副高级职称。在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推选和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
才、全国、全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优秀共
产党员等评选工作中，向基层全科医生倾斜。
●加强在岗全科医生、乡村医生进修培训，不断提高医疗
卫生服务水平。通过多种方式，力争到 2020 年全科医生达到
1800 人以上，力争 2030 年全科医生达到 3250 人，基本实现城
乡每万人口拥有 5 名合格全科医生的目标。鼓励二级及以上
医院有关专科医师参加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对培训合格的，在
原注册执业范围基础上增加全科医学专业执业范围，允许其
在培训基地和基层提供全科医疗服务。
●实施全科医生特岗计划。开展全科医生特岗计划试点
工作，到 2020 年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将范围覆盖到所有贫困
县。特岗全科医生在申报中、高级职称时，任职资格时间可缩
短一年。

我省

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2.12件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根据国家知
识产权局发布的数据，截至 2018 年 4 月底，我省每万人有效发
明专利拥有量 2.12 件，提前完成省政府下达的每万人有效发
明专利拥有量 2.10 件的目标。
今年以来，我省坚持“数量布局、质量取胜”，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围绕《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
加强知识产权工作的实施意见》，多措并举推动知识产权工
作。落实专利补助政策，根据《青海省专利补助资金管理办
法》，实行专利授权后补助，规范专利补助资金使用管理，鼓励
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开展专利挖掘，深入各创新主体，开展调
研和专利挖掘、专利申请辅导工作，推动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
持续稳步增长。启动企业高价值专利培育工作，鼓励高价值专
利的创造和运用，提升发明专利数量与质量水平。首次开展我
省专利奖评奖工作，鼓励和表彰为技术创新及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利权人，进一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我省有
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了专题报告、座谈会、培训班等 20 余场次
宣传培训活动，营造了有利于知识产权工作的良好氛围。

西宁晚报社

为联点社区困难老党员送端午节祝福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 6 月 13 日，
端午节来临前夕，西宁晚报社党支部
开展了“粽叶飘香迎端午，党员群众
心连心”主题党日活动，将爱心粽子
送给了联点的龙泰社区 13 位困难老
党员，祝福他们过一个快乐、温暖的
端午节。
西宁晚报社高度重视联点社区的
各项帮扶工作，当天，西宁晚报社党
支部的党员们将粽子送到了社区 13
名困难老党员的手里，还有部分党员

自发购买了粽子、鸡蛋等也一并送给
了这些困难老党员，让这些困难党员
感受到节日的气氛和社区大家庭的关
爱。收到粽子后，老党员们露出开心
的笑容，连连称谢，表示能吃到西宁
晚报社党员们送来的粽子感觉十分温
暖。张志全退休后在龙泰社区担任党
支部书记 15 年，非常热爱社区党建
工作，关心群众，即使在妻子癌症晚
期，也积极配合社区工作，关心辖区
群众，及时为群众解决问题，并且是

社区老书记党建微家的发起人之一，
为社区工作坚持做贡献。他接过清香
扑鼻的粽子，感动地说：“你们想得
太周到了！感谢西宁晚报社对我的关
怀，谢谢你们。”
通过此次活动，既让党员们加深
了对端午节来源和背后蕴含的中国传
统文化知识的了解，又增进了党员与
群众之间的感情，让社区困难老党员
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节日的温馨和来自
晚报社的浓浓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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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高考网上评卷预计 19 日结束
本报讯（记者 得舟 摄影报道）6 月
13 日下午，省招办邀请部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10 余名考生家长代表等参
观了我省 2018 年普通高考评卷点，了
解了评卷流程和评卷情况。记者在跟
随采访中获悉：我省 2018 年高考网上
评卷工作于 6 月 10 日起展开，预计 6 月
19 日结束。为确保评卷的公平公正，
我省采取了以下四大措施。
一是省招委成立了评卷领导小组，
评卷学校成立了以书记和校长为组长
的评卷点领导小组，设语文、数学、外
语、理科综合、文科综合、少数民族语言
六个学科评卷组和纪检监督组、仲裁
组、技术保障组、安全保卫组、后勤保障
等六个工作组，对试卷的答题卡印刷、
图像切割、管理流程、信息安全、评分误
差控制以及评卷质量监控等均作出了
明确规定，并给出详细的技术、测量参

数。二是组成了考点一支 400 余名结构
合理、经验丰富、业务精通的老中青评
卷师资队伍，确保评卷工作高质量有序
进行。评卷人员以中级以上职称的高校
教师为主体，评卷点按学科分组。三是
科学制定评卷细则，各学科组在认真学
习全国统考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的基
础上，认真研究，科学合理制定我省评
分细则，按照“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宽
严适度、标准统一”的原则进行，以保证
考生利益，确保科学合理、客观公正。整
个评卷过程中，选择题部分由计算机系
统统一评定，多重校验，确保准确无误。
非选择题部分全部实行一题多评，多名
评卷教师评分吻合后，才计入该题得
分，确保公平公正。在评卷中采用“2+
1+1 模式”，即每道题目由两位评卷教
师独立评分，当双评分数差值超过阈值
时，系统将自动比较后传输给第三位评

卷教师进行三评，若还超出阈值则由专
家组进行终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
的统计测量指标，全时段对每名评卷教
师的评卷质量进行监控。仲裁组对学科
评卷组认定的雷同卷、存疑义的答卷进
行裁定，对经学科评卷组复核后仍有质
疑的答卷进行复核、认定，并做出最终
结论。四是为保证评卷质量，各学科组
都成立了评卷质量专家评审组，形成小
组长、题组长、学科组长、评卷质量监控
组四级监控体系；同时，采取措施 加强
了复查和复核工作，确保评卷零差错。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家长代表参
观完评卷点后对我省评卷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一致认为：
“评卷公开透明、
积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做法非常
好！特别是听了评卷老师的介绍，看了
评卷现场的管理，了解了评卷程序规
范、严谨的情况后，
我们就更放心了。
”

花街评选引关注 市民齐赞西宁美
本报讯（记者 小蕊 青禾）昨日本
报“评一评！街头景观哪个区最美”一
文一经刊出就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广泛
关注和转发，短短十几分钟微信的点击
量就已破万，截至 13 日阅读量更是一
路攀升到了 8 万多，点赞量达到 500 余
个，大家的热情迅速掀起了一股评花、
赏花的高潮。大家齐赞西宁美，一些外
地游客也借此感受到了西宁城市的美
丽，
对西宁的城市印象大加夸奖。
湖北游客王莉时隔六年再来西宁，
变化之大让她感叹不已。
“ 六年时间西
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高楼林立、
街道宽阔、满眼绿地和鲜花、街头随处
都是风景，希望各地朋友都能到西宁来
旅游。”让她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西宁整
个城市印象的提升。街道干净整洁、空

气清爽、随处都有的街头景致配合“青
海蓝”，那种高原城市的美与众不同。
王莉随意拍摄和晒出的西宁照片，总能
引发朋友圈的大量点赞。
网友“屡战屡败”说：
“ 我觉得东区
的街景最美，当然了其他区也很好。现
在走在路上就像是走在了花的海洋，绿
树成荫、花海芬芳，感谢政府！感谢园
林工作者为西宁绿化作出的贡献！
”
市民张先生感叹：
“ 四处飘香的鲜
花香满整个街头，绚丽多姿、赏心悦目，
自拍几张心里乐开了花！
”

近年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推进“四个扎扎
实实”，以扎实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
为载体，深入实施“五四战略”，加快打
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奋力建设新时代
幸福西宁。夏都西宁的城市绿化和美化
建设飞速发展，街上花团锦簇、绿树成
荫，广场、公园遍布，到处可见到树木成
林、草坪成片、鲜花盛开的景象。美丽的
环境使西宁人感到舒畅开心，西宁这座
高原古城焕发出了新时代的精神面貌。

加快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
奋力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