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洁海南
责编 马国玲 主任刘水 责校 卓菲

2018·02·

星期三
AA1616

共和改革创新亮点多多

西 海 都 市 报 社
中共海南州委宣传部 主办

海南记者站新闻热线
13909719060

共和专刊
共和县委宣传部协办

14

圣洁海南圣洁海南··海南故事海南故事
海南州委宣传部
海 南 报
西 海 都 市 报

联办

本报讯（记者 祁万强）海南藏族
自治州共和县全面践行“四个扎扎实
实”重大要求和“四个转变”发展理念，
把改革作为抓发展、求进步、促和谐的
关键一招，大力探索改革发展的新思
路、新举措、新办法，率先在全省建立
慢性病门诊医疗救助机制、率先在海
南州实现药品采购“两票制”全覆盖等
十四个亮点工作不断显现。

十四个亮点工作的主要内容为：
创新办法，率先在全省建立慢性病门
诊医疗救助机制；转型发展，龙羊峡成
功入选全国特色小镇和全国体育小
镇；以德育人，荣获全国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县；持续加力，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取得喜人成绩；紧盯
短板，创新出台一整套扶贫攻坚有效办
法举措；严格流程，率先在海南州实现
药品采购“两票制”全覆盖；食安为先，
着力创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服务三
农，在全州率先开展供销合作社综合改
革试点；多点培育，建立覆盖县乡村三
级电商服务体系；大胆探索，推行城镇
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联勤联动，建立
公安武警和巡警大队“两巡防控”机制；
搭建平台，成立海南州首家县法院人民
调解中心；整合资源，构建报网台端“四
位一体”宣传体系；创新载体，建立“四
维一体”党员教育基地。

据了解，共和县针对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多、患慢性病贫困人口比例高、
门诊治疗周期长以及群众自负费用较
高等实际，结合“行业微创新”改革，创
新医疗救助扶贫办法，填补慢性病门
诊医疗救助政策空白，及时制订出台
救助方案，在城乡居民医保 25 种门诊
特殊病慢性病种基础上，将建档立卡
贫困户慢性病门诊救助病种扩大为白
血病、恶性肿瘤等 40 种。通过完善政
策、健全制度，形成了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保险和县级慢性病门诊医疗救助

“三重医疗保障”新格局，构筑起了贫
困户医疗救助“三道防线”。

围绕打造龙羊峡镇“万里黄河第
一镇”，突出深化改革、转型发展这一
主线，坚持以改革促转型、以改革补短
板、以改革增活力，全力打造产业特而
强、功能全而精、环境美而优、机制新
而活的“万里黄河第一镇”。经过多年
努力，龙羊峡镇呈现出基础设施趋好、
城镇功能趋优、产业支撑趋强、生态环
境趋美的新气象，逐步实现了由单一
的水电产业向产业融合转型发展，小
镇的综合承载力日益增强、城镇品位
大幅提升，龙羊峡成功入选全国特色
小镇和全国体育小镇。

全面加强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把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
为“ 基 础 工 程 ”“ 希 望 工 程 ”“ 民 心 工
程”，坚持以家庭教育为基础、以学校

教育为主阵地、以社会教育为重要补
充，落实育人责任，配强育人队伍，优
化育人环境，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核心价值观教育等，抓好未成年人学
习辅导、思想引导、生活指导、心理疏
导，构筑起了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
体”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体系，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得到长足进步，取
得了育人体系不断健全、德育队伍切
实加强、育人环境全面优化的新成绩。
荣获新一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先进城市荣誉称号，成为全省
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市（区）。

为解决基层公立医疗机构因药品
配送路途远、采购量少、流通环节多等
原因而经常出现断药和药品价格虚高
等问题，切实减少药品流通中间环节，
降低药品价格，按照省州关于公立医
疗机构药品采购实行“两票制”实施意
见，结合实际制订公立医疗机构全面
实施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两票制”工
作方案，率先在海南州实现公立医疗
机构药品采购“两票制”全覆盖。

与此同时，共和县开拓宣传工作
新阵地，开通了手机版共和新闻网、

“共和新媒”微信公众号，在《西海都市
报》开辟《共和专版》和海南报《共和视
窗》，形成了报、网、台、端“四位一体”
宣传体系，对外宣传取得了量质同升
的喜人成绩。

本报讯（通讯员 王林昌 记者 祁晓
娟）春节前夕，共和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快
速破获四起抢劫案，抓获犯罪嫌疑人一
名。确保节日期间的社会安定，切实增强
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近日，共和警方分别接到两起作案手
段极为相似的持枪抢劫案，这一案件引起
共和警方高度重视，即刻组织侦查民警召
开案情分析研判会，迅速展开侦查取证工
作。经过对两起案件并案分析后，确定作
案人为同一人，立即抽调民警成立专案
组。专案组在确定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
后，对犯罪嫌疑人作案后可能潜逃的路线
及重点区域详细排查。

在侦查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的同时，刑
警大队再次接到两起持枪抢劫的报案。
案发后，刑警大队会同巡警大队、河东、河
西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对现场周
围开展地毯式搜索。然而，没有任何收
获。专案组成员再次召开会议，对四起案
件线索重新梳理，决定组织民警以案发现
场为中心，向现场周边宾馆逐一排查。

确定这一案件侦破思路后，民警通过
排查，在共和县恰卜恰镇一宾馆房间内发
现了两起案件的赃物。随后，专案组调整
作战部署，安排一部分民警继续排查，一
部分民警在宾馆内蹲点守候。将犯罪嫌
疑人抓获。

经民警调查，犯罪嫌疑人夏某出生于
1990 年，在实施抢劫时所持枪支为黑色仿
真手枪，他对四起抢劫案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共和警方侦破四起抢劫案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一些爱旅游的
人早就耐不住性子要出去看看。图为游
客在共和县龙羊峡土林景点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祁万强 摄

人之行，莫大于孝。虽为媳妇却胜
似女儿，伺候患病婆婆毫无怨言，她用
爱诠释了“孝”的含义。她就是海南藏
族自治州共和县石乃亥乡肉隆三社的拉
增吉。

青海湖畔，寒风刺骨，走进拉增吉
的家，一股寒意从脚底传来。拉增吉的
女儿才项吉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又急
忙从外面拿些牛粪和煤块进来，生起了
看来并不常用的炉子。

眼前这位不善言辞的藏族阿妈，自
三十多年前嫁给赞太加后，先后生育四
个孩子，加上患病的婆婆，生活十分拮
据。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拉增吉
和丈夫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去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天峻县的一处工地上打工。
夫妻二人每天不到两百元的收入，用来
照顾孩子的吃喝，还要交房租。遇上换
季的时候，还不忘给家里的老人添置两
件衣裳。

也许是不堪忍受家庭的重担，就在
来到天峻县打工不久之后的一天，拉增
吉的丈夫突然离家出走。

“我们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刚开始以
为是去外面办事了，但后来就没了消
息。”那一年，拉增吉的大女儿只有 12

岁，隐约记得父亲出走的事情。
丈夫出走，拉增吉一人要照顾孩

子，工地上微薄的收入已经支撑不起家
庭的开支。于是，她顾不上悲伤，带着
孩子一路打工回家。她的内心只有一个
想法——一定要把孩子拉扯长大。

于是，拉增吉带着孩子，一路上一
边打零工，一边赚取路费。工地、饭
馆、煤厂……只要是能打零工的地方，
总有她瘦弱的身影。然而，就在快要到家
时，却发生了一件让她至今不敢想起的
事情。——因为她一直忙于在餐馆打工，
女儿们又太小，最小的儿子无人看管，在
玩耍中不慎掉入湖中。

失去儿子的拉增吉像断了的琴弦，
没有了精神，也无心再打工。于是，她带
着两个女儿回到了家中。家中年过古稀
的婆婆看着儿媳拉增吉疲惫的脸庞，不
忍责备，反而甚是心疼。几日的沉默之
后，拉增吉决定重新振作。因为这个家，
她不能倒下。

一个女人，独自撑起一个家。拉增吉
已经忘记了那些在工地上搬的砖有多
重，也不记得一天 50元的收入是如何维
持家里四口人的生活，更记不清冬日外
出捡牛粪时寒风有多刺骨。日复一日，这

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二十多年，拉增吉毫
无怨言。

拉增吉的执着，周围邻居看在眼里，
感动在心里。

一天夜里，突发胃痉挛的婆婆疼得
直打滚，拉增吉急忙翻起身找来周围的
邻居，帮忙把婆婆送到了医院。拉增吉十
分感谢大家，但大家毫无怨言。

如今，拉增吉的两个女儿都已经长
大，各自有了家庭。拉增吉昔日秀丽的脸
庞也悄悄爬满了皱纹。今年已经八十多
岁的婆婆看着仍旧忙进忙出的儿媳，心
里感激又心疼。

“我觉得她就是我的女儿，比我亲生
的还要亲。”拉增吉的婆婆说。但说起过
去的苦日子，拉增吉丝毫不后悔自己当
初的坚持。

“谁都有老的时候，我该照顾婆婆，
也该照顾孩子。”

朴实的话语，温暖了青海湖畔的冬
日。

拉增吉：青海湖畔好儿媳 本报记者 祁晓娟

本报讯（通讯员 桑杰措 记者 祁晓
娟）近日，共和县江西沟乡、黑马河乡、石
乃亥乡分别举行撤乡建镇揭牌仪式。

据了解，撤乡建镇是共和县城镇化建
设中的一件大事，不仅有利于形成较大规
模的城镇格局，强化小城镇带动作用，加
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更有利于环湖三镇依
托青海湖资源优势，加快旅游产业培育，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环湖三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表
示，要以撤乡建镇为契机，抓住发展机遇，
带领群众团结奋进，开拓创新，再接再励，
大力发展区域经济，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奋力开创发展新篇章。以等不得的使命
感、拖不得的责任感、慢不得的紧迫感，在
建设绿色文明和谐美丽小康新共和的征程
中再创佳绩。

环湖三乡撤乡建镇揭牌

本报讯（通讯员 教毓敏 马兰花）春节
临近，共和县各大超市、商场内，架上的商
品琳琅满目，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氛围。

德吉生鲜超市负责人王霞说，今年春
节的备货量比去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年
货货源充足，商品品种齐全。为了使广大
消费者方便购物，每天有两辆货车拉运新
鲜蔬菜水果，让广大消费者真正买得放
心、吃得放心。百佳超市负责人孙海明
说，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杜绝三无食品、
过期食品出现。在价格方面根据物价部
门的相关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比去年同
期有所下调，让利于百姓，广大群众过一
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年货市场供应充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