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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 1 月 30 日，记
者从西宁市召开的“健康服务共同体”推进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在推进西宁市“健康
服务共同体”建设中，我市将全面推进

“3+1+N”家庭医生签约和健康承包签约服
务，增强卫生健康服务的可及性，打造十分
钟卫生健康服务圈。

据市卫计委体改处处长李鸿东介绍，健
康服务共同体是在深化市县乡村四级紧
密型一体化医联体的基础上，将大通县
疾控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健康教育所
和城西区、城中区公立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乡镇卫生院） 及疾控中心、妇幼保
健中心、健康教育所等公共卫生机构相
关业务工作纳入医疗集团和“健康服务
共同体”，新纳入的公共卫生机构行政隶
属、人员编制、财政补助、功能定位不
变，按照属地化原则，优化流程，实行
分级双向管理，建立利益联结机制，落
实医疗集团及“健康服务共同体”各业
务工作统一协同推进的网格化片区业务
管理服务机制，进一步增强疾病预防控
制和干预能力，共同推进优质高效的整
合型“健康服务共同体”建设。

西宁市健康服务共同体立足全市卫
生健康事业实际，从 2020 年、2025 年两
个阶段明确了改革近期和远期目标。到
2020 年，初步建立以疾病预防为主、治
疗康复为辅、预防治疗结合、健康管理
协同共建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健康服务体
系。到 2025 年，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管
理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发展更加协调，
健康生活方式更加普及，健康服务质量
和保障水平显著提高，卫生健康均等化
更加完善。

推进西宁市“健康服务共同体”建设
有十二项举措：一是创新法人治理结构，
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二是创新卫生健
康管理体制，构建分类运行机制。三是创
新人事管理制度，推进人员上下流动。四
是创新财务管理体制，实施集中预算管
理。五是创新绩效考核体系，建立长效激
励机制。六是创新共建共享机制，构建多
元化健康服务格局。七是加强医保基金管
理，减轻群众费用负担。八是加强分级诊
疗建设，拓展双向转诊新通道。九是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筑牢健康服务基础。十是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落实政府办医职责。
十一是加强综合监管制度，明确行政监管
职责。十二是加强信息化建设，提升健康
服务效率。

其中，加强基层中藏医综合服务区
（中医馆） 建设。积极探索第三方医学检
查检验、集中消毒中心、保洁服务等社会
机构参与健康服务共同体建设。进一步加
大医养融合工作力度，推进日间照料、农
村老年之家、养老院、护理院、临终关怀

等多样化服务，提高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
水平。持续深化医疗集团打包付费改革，
建立完善有效的激励及控费机制，结余医
保基金用于疾病预防、公共卫生服务和人员
绩效奖励。建立医保联合监管机制，医保部
门对健康服务共同体内医保报销进行监督，
坚决遏制过度医疗和不合理诊疗行为。积
极推进单病种、日间手术等医保支付方式
改革，引导基本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险转
变，用最少的公共资源改善群众健康。进
一步完善责任分担、利益共享、上下联动、

双向转诊的分级诊疗制度。恢复设置城中
区、城西区二级公立医院。鼓励基层公立
医疗机构举办好 1-2 所社区卫生服务站
和村卫生室，发挥引领作用。探索外聘专
家协议工资制，允许省内外专家到健康服
务共同体执业，降低群众赴外就医医疗费
用负担。建设慢性病管理、家庭签约、双向
转诊、用药咨询和贫困人口大病托底保障
服务系统，推进智能化装备普及率，提高
服务群众健康效率，为群众提供人工+智
能的“零距离”卫生健康服务。

西宁打造十分钟卫生健康服务圈

本报讯（记者 小言）近日，民和县中川乡
金田村汪青山家不慎失火，家中十几间土木
结构的房屋及屋内财物被烧毁，幸好汪青山
一家四口均平安无恙。火灾发生后，南木哥
后裔汪氏文化研究会及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
助之手，奉献爱心，帮助汪青山渡过难关。

汪青山家生活原本就不宽裕，突如其来
的火灾，更是为这个家庭雪上加霜。而随之
而来的党委政府、社会各界的爱心让饱受火
灾之痛的汪青山一家感受到了冬日里的温
暖，传递着扶危济困的真义。火灾发生后，
民和县中川乡党委政府负责人、金田村“两
委”班子成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了解灾情，
并安抚帮助汪青山一家。同时，南木哥后裔
汪氏文化研究会及社会各界的一笔笔捐款送
到汪青山手中，让汪青山和家人感动不已。
目前汪青山一家暂时借住在弟弟家中，爱心
捐助仍在继续。

本报讯（记者肖芳）违规使用公务用车、
收受礼金、私设“小金库”及滥发津补贴，公款
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及接受管理服务对
象宴请……春节将至，市纪委近日通报 6 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多名干部
被追责。

市市政工程管理处路灯管理所原所长袁
文军违规使用公务用车、收受礼金、私设“小
金库”及滥发津补贴问题。2010 年 9 月至
2017年9月，袁文军将路灯管理所应急抢修
皮卡车作为个人早晚上下班专车，自行驾驶；
利用职务之便，收受陈某、康某某给予的礼金
合计 18 万元；违规将收取的废旧物资处置
款、工程车租赁款、房产场地租赁款、道路灯
杆迁改款和承揽新建路灯项目工程款727.7
万余元设立“小金库”，用于发放福利费、加班
费以及支出招待费、办公费等共计 609.1 万
元。2018年7月，袁文军受到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处分。

大通县景阳镇小寨村原党支部书记刘喜
业和原村委会主任张广福违规配备使用公务
用车、公款吃喝问题。2012年12月，小寨村
村委会用集体土地补偿款购买一辆长安欧诺
牌小型客车作为村里的公务车辆；2016 年 3
月至5月，刘喜业私自两次使用该车到长宁
镇和景阳镇办理私事；2013年6月，刘喜业、
张广福将该车借给马某某到青海湖游玩，并
将产生的 550 元燃油费、过路费从村集体资

金中报销。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小寨
村村委会用村集体资金违规报销餐费、招待
费、烟酒等支出7万余元。2018年10月，刘喜
业、张广福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湟中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大队工
作人员刘万福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及接受管理
服务对象宴请问题。2017年11月至2018年
3月，刘万福在参与调查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的改造项目安全责任事故期间，以收取

现金、微信转账方式收受该公司青海分公司
负责人刘某礼金3千余元及烟、酒等礼品，违
规参与由刘某支付费用的足浴消费两次。
2018年11月，刘万福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
务记过处分。

城中区民政局低保核对中心主任丁予玺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2018年中秋、国庆节
期间，丁予玺借参与项目招投标和工程实施
管理工作之便，收受某村老年之家建设项目
负责人刘某某现金1000元，收受某商贸公司
曹某某的消费卡3张、某颐养院赵某某的消
费卡1张，金额合计4000元。2018年11月，丁
予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市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海湖分所收受管
理服务对象加油卡问题。2016年11月，海湖

分所管理服务对象海湖某公司为其提供中石
油加油卡6张，海湖分所以交通补助的名义
每月按照负责人 800 元/人、民警 600 元/人、
协警辅助人员400元/人的标准进行发放，海
湖分所原负责人纪锋带头接受，并一直使用。
2017年7月，纪锋因工作调动将加油卡移交
继任负责人侯九俊使用；2018年2月，纪锋再
次担任海湖分所负责人，仍继续使用；2018年
3月，市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在检查中发现该

问题并叫停。经查，2016 年 11 月至 2018 年 3
月，纪锋及分所工作人员违规接受、持有、使
用中石油加油卡消费共计3.9万余元。2019年
1月，纪锋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侯九俊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相关人员违规使用款项全
部被追缴。

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食品药品和市场监督
管理所所长杨华稳私车公养问题。2017 年 9
月至2018年7月，杨华稳以青藏高原农副产
品食品药品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没有配备执法
车辆，使用自己的私家车办理公务为由，从城
北区食品药品和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取640升
汽油票（折合价值4410.4元），为其私家车加
油。2018年10月，杨华稳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通报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坚决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的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批示及在
十九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坚决
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党的政治
建设为统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以“两个绝对”为标准，以推进“两个绝
对”具体化为载体，把集中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聚
焦突出问题，扎扎实实抓好集中整治工作，
确保见到实效。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从上
述案件中吸取深刻教训，引为镜鉴，知敬
畏、受警醒、明方向，切实把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转变为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要切实履行监督第一职责，督促相关职能
部门强化监管，守好第一道防线；要紧盯
节日期间“四风”问题易发领域，加大明察
暗访力度，对节日期间发现的问题线索，要
第一时间核查处置，查实后严肃执纪问责，
一律通报曝光。要加大问责力度，对贯彻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力的地区和单位，严
肃追究有关领导干部的责任，不断释放越往
后对“四风”问题盯得越紧、执纪越严的强
烈信号。通过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个
问题一个问题突破，管出习惯、抓出成效、
化风成俗，持续巩固和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成果。

本报讯（记者 一丁 通讯员 李泽中）春
运期间，好消息从青海机场公司传来，1月28
日，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升级后的首条国际
航线——西宁至越南芽庄直飞国际航班成
功首航，这为青海人民在赴海滨城市旅游提
供更多的选择。

越南芽庄是近年来新兴的东南亚旅行目
的地，位于越南南部海岸线最东端，海滨沙
滩一望无际，白沙柔软，潮平水清，海底有
千姿百态的珊瑚，对于身居内陆、向往海洋
的青海人来说有着无穷的诱惑力。据悉，四
川航空本次新开西宁直飞芽庄航线，计划每
周一、周三执飞，全程4个小时20分钟。川
航将采用空客A320飞机执飞，该飞机可提供
164个座位，20千克免费行李额，机上还将提
供具有四川特色的餐食。去程航班号为
3U8183，早上09时25分由西宁起飞，13时
35分抵达芽庄；回程航班号为3U8184，下午
14时50分由芽庄起飞，晚间19时20分抵达
西宁（以上均为北京时间）。

近年来，随着青海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出境游对于青海人来说已经
不再是新鲜事。为了满足广大旅客的需求，青
海机场公司扎根高原，先后开通台北、曼谷、首
尔、东京、香港、吉隆坡等国际、地区航线，为广
大青海民众提供了日益便捷的出境游体验，也
为青海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大对
外开放力度搭建了一条条空中通道。

今后，青海机场公司将继续努力，积极新
开、加密国内外航线，为青海人民提供更加便
捷的出行服务。

春节将至，为了欢度新春佳节、歌颂
家乡发展、弘扬民俗文化。近日，在大通
县桥头镇后庄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广场
里，村民们正在紧张地进行社火表演排

练，耍狮子、划旱船、广场舞等，吸引了不
少村民观看，大家提前感受到了红红火火
的年味。

通宣 摄

西宁通报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本报讯 （记者 樊娅楠） 临近春节，
为了让联点帮扶社区困难党员过上一个
温暖祥和的节日，切身感受到党组织的
关怀，近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党支部
深入到联点社区——建国路社区走访慰
问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新春的问候和
祝福。

走访中，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成员
与困难党员亲切交谈，询问他们的实际困
难，倾听他们的诉求，了解他们的所需所

盼，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切实把党组织
的关怀与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困难党
员纷纷表示，他们将继续发挥党员带头作
用，带动身边群众,为城市发展作出贡献。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注重做好基层党
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扎实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该局
的节前慰问活动让困难党员从一件件小
事、一个个细节中感受到党的关怀与温
暖。”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