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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改 10 年：
内蒙古提高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
本报讯 （记者 迪威娜）今年是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新医改实施 10
周年。5 月 24 日，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
府召开全区深化医改工作典型经验新
闻发布会，对内蒙古在医改方面取得的
主要成就进行了发布。自治区卫健委主任
近年来，
内蒙古坚持以人民健
许宏智介绍，
康为中心，
聚焦深化医改工作重点、群众
就医痛点和基层服务弱点，在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不断取得新进展，提
高了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
一是统筹谋划，着力构建医改工作
新格局。新医改实施以来，内蒙古自治
区党委、政府制定出台医改政策 53 件，
各部门出台配套文件 280 余个，具有立
柱架梁性质的制度体系日趋完备。
二是整合资源，着力解决群众看病
难问题。全区已经组建各种形式的医联

体 177 个，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
9247 个。远程医疗已经覆盖 100 个旗
县区和 148 家医疗机构。全面启动居民
电子健康码发放工作，群众看病就医更
加便捷。实施提高基层就诊报销比例、
对转诊患者连续计算起付线、加强基层
与上级用药衔接等配套政策，有效促进
了医疗资源和病人的
“双下沉”
。
三是三医联动，着力解决群众看病
贵问题。内蒙古于 2017 年 4 月全面推
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所有公立医院全
部取消药品加成，实行药品零差率销
售。2018 年，内蒙古医疗费用增幅控制
在 10%左右，医疗服务收入占比提高到
31.4%，个人卫生支出占比降至 31.5%，
初步实现公立医院运行管理与人民群
众就医获得感同步改善的目标。药品供
应保障制度日趋完善，实施药品分类采

购、
“ 省际联盟”联合采购、医联体带量
采购和国家谈判药品专项采购，药品价
格不断降低。基本医保保障能力不断提
高，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覆盖所有盟市，
内蒙古自治区确定的 605 个病种的按
病种付费工作有序推开。注重发挥蒙中
医药特色优势，实行基本医保付费总额
控制指标和医疗服务支付标准向蒙医
中医医院倾斜政策。
四是关口前移，着力实现群众少得
病的规划。加强贫困地区疾病预防和公

壮丽

共卫生工作，实现健康扶贫关口前移。
成立健康内蒙古传播联盟，推进健康促
进和健康教育实施。启动地方病、职业
病等重大疾病防控专项行动，推进结核
防控模式。
病、布病“三位一体”
据了解，乌海市、兴安盟和准格尔
旗有关负责人也在发布会上介绍了典
型经验，这三地先后获得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区，受到国务
院表彰奖励，为深化医改内蒙古实践作
出了积极贡献。

年

新时代

20 位领军人物、资深专家
赋能内蒙古味道
本报讯 （记者 张鑫）5 月 26 日，由
心的角度,为“内蒙古味道”助力；中国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内
银联内蒙古分公司总经理戈岚向与会
蒙古味道”组委会、内蒙古饭店承办的
嘉宾详解了“内蒙古味道”近年来的发
内蒙古味道·品牌发展峰会在呼和浩特
展近况及未来发展方向。
市内蒙古饭店拉开帷幕。峰会从
“味道”
本次峰会还举行了“内蒙古味道”
品牌出发，分为“意味”演讲、
“ 品味”论
联盟成立仪式。内蒙古味道联盟主席孙
坛和“回味”晚宴三个篇章。全天候、多
剑昊就联盟的成立和愿景与大家交流
方位展现“内蒙古味道”的品牌魅力，多
分享。 倡导联盟成员依托区域资源优
角度发现“内蒙古味道”的品牌活力。
势，凝聚共识，形成文旅资源整合，最大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艾丽华，内蒙
限度发挥集体智慧，实现联盟内外的产
古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石墨，内蒙古自
业带动，共同发展。联盟的成立将为“内
治区发改委党组书记龚明珠，自治区商
蒙古味道”引入新观点，
注入新动力，使
务厅厅长田永，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 其走向品牌体系更系统完善，品牌生命
市长冯玉臻，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
更加持久的未来。
长蔚治国，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处长张
下午，与会人员以“世界咖啡”的形
艳茹，内蒙古仕奇集团董事长葛健，内
式，探讨“内蒙古味道”品牌发展路径。
蒙古饭店集团董事长赛娜，中国银联内
并有中国厨界大师基于全球视野与时
蒙古分公司总经理戈岚，西贝餐饮集团
代需求，汇智内蒙古味道。行业大咖风
董事长贾国龙，酒店哥 CEO 葛健，北京
云对话，共享思想盛宴。
新国贸饭店副总经理张李泽等行业大
在“品味”论坛期间，与会嘉宾共同
咖,以及“内蒙古味道”授牌餐厅代表和
探讨了“内蒙古味道”联盟的发展宗旨、
媒体代表共同出席峰会。
发展路径和品牌定位;国内元老级厨界
在发展峰会上，20 位领军人物、资
大师与内蒙古厨界、餐饮界资深人士，
深专家进行演讲和现场互动，分别围绕
从各自角度出发，基于全球视野与时代
品牌建设及文化赋能、餐饮企业品牌发
需求，探讨如何传承、精益、创新、迭代，
展路径、数据赋能企业营销、金融支持
去伪存真、开放学习，升级内蒙古味道，
等内容进行深度解析。
使之走向全球。
西贝餐饮集团创始人贾国龙以《创
近 20 位知名集团领导和 170 多家
新》为主题分享了品牌创新是内蒙古味 “内蒙古味道”授牌店餐饮企业代表齐
道发展理念;仕奇集团董事长、内蒙古
聚峰会现场，以展示、洽谈等形式互相
草原文化保护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葛健
交流，精准匹配目标客户，深度洽谈合
以《五星内蒙古味道》为主题用诗意语
作意向，寻求、激励更多企业合作，实现
言,描述了他眼里五星“内蒙古味道”的
资源互联最大化，助力内蒙古美食文化
前世今生，带领嘉宾们一起领略了“内
与旅游资源相结合。
蒙古味道”的诗与远方;酒店哥 CEO 葛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
“O2O”和“移
健就“酒店电商万能公式”
长蔚治国充分肯定了“内蒙古味道”的
近年来，自治区政府高
动互联网时代的营销”等为“内蒙古味
成绩。蔚治国说，
道”发展献言献策；北京新国贸饭店副
度重视发展旅游业，明确提出要大力发
总经理张李泽从餐饮行业以用户为中
展全域旅游、四季旅游，着力打造“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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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春播不利影响
我区粮食播种已达八成
本报讯 （记者 张鑫）春播以来，兴安盟、呼伦贝尔
市、赤峰市等地前期土壤墒情较差，部分地区无法正常
播种，近期虽然旱情得到缓解，但气温波动幅度较大并
伴随霜冻和大风天气，一定程度影响了春播工作顺利
推进，播种进度偏慢。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巴彦淖尔
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和赤峰市等部分地区还遭
受了低温冻害和风雹灾害。但由于早抓早管，做实防灾
减灾，提前储备物资，全区上下克服不利影响，春播进
展总体顺利。
据农情调度，截至 5 月 23 日，全区粮食播种进度
已达八成。自治区农作物已播 9521.2 万亩，粮食已播
8388 万亩，进度为 80%。其中玉米 5053.3 万亩、小麦
816.6 万亩、大豆 1195 万亩、马铃薯 613.3 万亩。目前
作物已出苗 3381.7 万亩，一二类苗占 92%，苗情长势
较好。
据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预报，5 月 25—27 日，西部
偏东及以东地区到东部南部有小到中雨，其中锡林郭
勒盟中部、赤峰市南部有大雨，锡林郭勒盟中部部分地
区有暴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 6～8℃；其余时段大部农
区以晴好天气为主。降雨天气利于土壤增墒、作物出
苗，但 5 月 25—27 日大风降温天气对农作物出苗生长
略有不利影响。
全区主要粮食作物适播期不足 10 天，各级农牧部
门要密切关注气象信息，加强农情调度，指导农民抢抓
晴好天气，加快播种进度，确保春播工作高质量完成。
同时，积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及时
开展中耕除草、浇水等田间管理工作，确保苗齐苗壮。
部分受灾地区要积极组织农民开展生产自救，做好补
种、改种工作，指导农牧民科学防灾减灾，最大程度减
轻灾害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我区要求：中小学每年
至少安排 1 次研学旅行

中国制造汽车发往莫斯科
本报讯 近日，在内蒙古乌兰察布七苏木物流园，铁路工人正在将装有
我国自主汽车品牌哈弗 H6 的集装箱往中欧班列上装载。据悉，该班列共载
有 129 辆汽车，采用区域通关一体化模式办理通关手续，由内蒙古乌兰察布
始发经二连铁路口岸出境，
中转蒙古国乌兰巴托，最后到达莫斯科沃罗滕斯
克站，该中欧班列是乌兰察布首次实现中欧班列集装箱自主装运汽车出
口。
于涛

内蒙古”旅游品牌。而“内蒙古味道”IP
建设是落实文旅大融合的重要举措，为
自治区品牌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今后，围绕“内蒙古味道”年度工作
计划，内蒙古自治区文旅厅将继续强化
基础管理能力，提高服务质量监管，加
强文明旅游公益宣传，强化游客文明意
识，净化旅游环境，更好地协调餐饮业、
旅游业、文化产业等各方，用文化提升
旅游品牌，使旅游成为宣传灿烂草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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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土地让他充满希望

明的窗口，提升内蒙古旅游形象，早日
实现草原文化旅游大区向旅游经济强
区坚实迈进的宏伟蓝图。与此同时，还
将进一步强化安全保障、完善应急预
案，维护市场秩序，提供更为便利的条
件，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让人民群众
告别“走马观花”式的观光旅游，转向深
度自由行，主题自由行，体验内蒙古的
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更好地了解内蒙
古、走进内蒙古、品味内蒙古。

商海经

本报讯 日前，自治区教育厅等 10 部门制定了《内
蒙古自治区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的指导意
见》。今年起，全区中小学原则上要求每学年安排 1 至 2
次研学旅行，并将研学旅行评价结果逐步纳入学生学
分管理体系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意见要求，研学旅行须遵循教育性、公益性、安全
性、实践性四大原则，课程要体现教育性的核心，要以
教育部门为主导，以校外研学机构为依托，开发具有自
治区特色的多种类型的活动课程。遴选建设一批安全
适宜的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打造一批
主题集中、交通便利、体验丰富的研学旅行精品线路。
各中小学要精心设计研学旅行活动课程，注重教育性、
实践性、趣味性的有机统一，严防“重旅行、轻研学”的
倾向。
意见提出，在课时安排上，学校可根据教育教学计
划，在正常上课时间灵活安排研学旅行时间。一般安排
小学 4 到 6 年级、初中 7 到 8 年级、高中 1 到 2 年级，
原则上每学年组织 1 至 2 次研学旅行。在研学活动范
围上，根据小学、初中、高中学生不同特点和就近就便
原则，
确定不同研学目标和活动范围。一般安排小学在
本旗县区域内、初中在本盟市区域内开展研学旅行活
动，高中可以考虑自治区范围内开展研学旅行活动。在
师资配备上，要求有计划地培养一批研学旅行专业人
员，培训纳入中小学教师培训体系，学校教师组织研学
旅行活动要计入教育教学工作量。在健全经费筹措机
制方面，各地可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筹措中小学生
研学旅行经费，鼓励通过社会捐赠、公益性活动等形式
支持开展研学旅行，探索建立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共
同承担的多元化经费筹措机制。同时强调，
研学旅行收
费坚持公益性原则，校外研学机构和学校不得借研学
旅行名义开展商业经营性活动。
意见还提出，逐步将研学旅行评价结果纳入学生
学分管理体系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注重研学旅
行活动的内涵发展，将研学的问题和成果进行梳理、提
炼，以多种形式汇报展示，通过系列后续活动，巩固研
刘志贤
学旅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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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多万头牲畜在这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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