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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2 月 14 日 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中国

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
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部
署做好未来5—10年的慢性病防
治工作，降低疾病负担，提高居民
健康期望寿命，努力全方位、全周
期保障人民健康。

《规划》指出，要坚持正确的
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提高人
民健康水平为核心，以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为动力，以控制慢
性病危险因素、建设健康支持性
环境为重点，以健康促进和健康
管理为手段，提升全民健康素质，
降低高危人群发病风险，提高患
者生存质量，减少可预防的慢性
病发病、死亡和残疾，促进全生命
周期健康，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奠定坚实基础。

《规划》强调，要坚持统筹协
调、共建共享、预防为主、分类指
导的原则，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协
作、动员社会、全民参与的慢性病
综合防治机制，建立自我为主、人
际互助、社会支持、政府指导的健
康管理模式。《规划》将降低重大
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作为核心目
标，提出到2020年和2025年，力
争 30—70 岁人群因心脑血管疾
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
尿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分别较
2015 年降低 10％和 20％，并提
出了16项具体工作指标。

《规划》根据慢性病防治工作
的重点环节，提出八项策略措
施。一是加强健康教育，提升全
民健康素质。开展慢性病防治全
民教育，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

式。发挥中医治未病优势。二是实施早诊早治，降低高危
人群发病风险。促进慢性病早期发现，开展个性化健康干
预。三是强化规范诊疗，提高治疗效果。优先将慢性病患
者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落实分级诊疗制度，提高诊
疗服务质量。四是促进医防协同，实现全流程健康管理。
推进慢性病防、治、管整体融合发展，建立健康管理长效工
作机制。五是完善保障政策，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完
善医保和救助政策，保障药品生产供应。发挥中医药在慢
性病防治中的作用。六是控制危险因素，营造健康支持性
环境。建设健康的生产生活环境，完善政策环境，推动慢性
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创新发展。七是统筹社会资源，创新驱
动健康服务业发展。动员社会力量开展防治服务，促进医
养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创新成果应用。八是增强科技支
撑，促进监测评价和研发创新。完善监测评估体系，推动科
技成果转化和适宜技术应用。

《规划》要求，各地区要将慢性病防治作为健康中国建
设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纳入地方重要民
生工程，强化组织实施。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落实
规划重点任务，形成慢性病防治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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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至十年慢性病防治工作

曾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
山西，干部的作风和状态等受到社会
广泛关注。近日，记者来到吕梁岚县
和忻州静乐等县与当地基层干部围炉
夜话。基层干部将积蓄已久的心声一
一吐露，回答了社会上的几个疑惑。

疑惑一：
“反腐后干部不干事了？”

记者问：“有种声音说现在干部
都不干事了，请你们说说。”

岚县王狮乡党委书记郭建明：
“十八大后，许多基层干部挨了处
分，有的人背上了包袱。经过不断
学习，特别是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提出后，干部领会到从严治党是常
态，心态有了转变，焕发了精气神。”

岚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程引
福：“干部待遇补在明处也很重要。
我过去毛七毛八加在一起的工资
3000元左右，现在增加到6600多元
了，完全可以了。我大哥今年收成不
好，4亩土豆才卖了1000多元，一对
比就发自内心‘不想腐’，凭什么为那
点钱替社会上那些人干这事那事？
现在干部心气顺，都是比着干。”

郭建明：“还有职级并行，正科
级满 15 年可享副处待遇，副科级干
满 15 年可以享受正科级待遇，解决
了过去部分老公务员提拔无望产生
的消极怠工问题。”

记者思考：“塌方式腐败”发生
后的一段时间，确实存在干部不作
为误事的情况。这些干部有的是不
敢干，有的是不会干了，有的就是撂
挑子。但通过中央层面不断解疑释
惑，各级党委不断组织学习领会中
央精神，现在山西省委提出的一系
列激励容错配套措施落地，干部展
现出前所未有的好状态。

疑惑二：
“换届后的干部只廉洁

不会干？”

记者问：“换届上来的干部是否
廉而不做？”

郭建明：“我们班子换届后新人
占八成，积弊去了，新思想来了。实行

‘一线工作法’，办事与群众商议，改变

了基层政权与群众的‘硬连接’。”
岚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牛耘：

“县里大力发展土豆产业，我们策划
了土豆花、土豆饭、土豆节、土豆扑
克牌、土豆歌、土豆妹（歌手）、土豆
电影等创新宣传，现在省内外，岚县
土豆都越叫越响。”

岚县顺会乡党委书记牛俊生：
“换届后，过去认为‘没希望的人’积
极性被调动起来，全县3个村主干、4
个村官、5 个事业人员进了乡镇班
子，这些人个个是‘能人’。”

岚县普明镇党委书记郭勇勇：
“普明镇离城近，经济资源富集，社
情复杂，家族势力强大。我到任后
所有事就按制度办。通过巡察，对
违纪的村主干严重警告 2 人，警告 9
人；通过打黑除恶，刑事拘留1人，行
政拘留了 13 人，社会治安明显好
转。普明镇从过去一个上访大镇，
到现在没有一例上访。”

记者思考：山西官场曾一度出现
“能人下去了，庸人上来了”的风凉
话，引起各界担忧。但记者走访多个
乡镇发现，新上任干部不仅作风正、
能力水平同样不含糊。干部们谈的
话题、做的事情无一不是过去解决不
了、解决不好的顽疾。

疑惑三：
“干部作风是真变了还

是装的？”

记者问：“有什么具体事例能证
明干部作风确实转变了？”

静乐县辛村乡党委书记段惠卿：
“过去基层干部‘走读’严重，乡镇食堂
一年吃不了几袋面，冬天连炉子都不
用生火。现在食堂做饭一个人都做不
过来了，什么时候找人都不会扑空。”

郭建明：“原来乡镇干部学习得
少，现在我们乡每周二五学习雷打
不动。原来开会迟到成风，现在都
是干部先到等群众。现在大白天舍
不得开会，都是晚上开。传达上级
精神也是事不过夜。”

牛耘：“现在县里上下班都是签到
签退全覆盖，连村干部都不喝酒了。”

岚县纪委副书记袁松涛：“过去
岚县大操大办盛行，干部间婚丧嫁娶
上礼近千元，好友还超这个数，动辄请

三四百人，席宴一办两三天。现在办
事都是一天，总数不超15桌，礼金不
超 200 元，一桌菜连烟酒也就 1000
元打住，上什么菜要到纪委申报。”

记者思考：过去在山西基层，顾上
不顾下、办事不见人、推诿扯皮、作风
拖沓、生活奢侈、不讲规矩等现象在一
些地方长期存在，群众反映强烈。而
今记者在山西基层采访发现，制度、纪
律的落实对于基层党风政风的扭转发
挥了关键作用，有规矩也守规矩，山西
基层干部的作风真的变了。

疑惑四：
“群众从干部作风转变

中受益了吗？”

记者问：“老百姓还从干部作风
转变中得到了哪些实惠？”

静乐县退休老干部姚爱全：“过
去县城 7 米宽的大街被占用得只剩
2 米，说汽车进不了城也贴切，多少
年没人管。但是现在雷厉风行，占
道商贩被清理，街道恢复了宽阔、整
洁，还有了汾河公园，老百姓都很珍
惜现在的县城。”

静乐县国土局长吕晓敏：“干部
作风实了，农牧良种推广力度就
大。羊 90％以上都换成了良种，产
绒提高一半多，光绒的收入就能抵
消养羊成本；莜麦平均亩产达到500
斤，比过去的2倍还多。农民的收入
提高了，就使上了小型适用农机具，
下双井村有 73 套农机具，毛驴都见
不到了。来静乐的投资者说，原来
的政治生态肯定不敢来，怕‘关门打
狗’。另外我儿子在大连读博士，找
了个城里的对象，人家要来家里看
看，我儿子都不敢带，这是过去静乐
脏乱差都‘挂了号’。我说这两年静
乐变了，你放心往家引，后来他对象
来了说没想到一个晋西北山区小县
城环境这么好。这都是人居环境改
善给全体静乐人带来的实惠。”

记者思考：干部作风硬，机关工
作实，百姓实惠多。一轮轮严格的整
肃，不仅消除了许多机关痼疾，而且
方便了群众生产生活，使群众切身感
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带来的红利。

文/新华社记者 许 雄 刘扬涛
（新华社太原2月14日电）

“大车靠左边走，不要停在这，会影响行人！有
火车接近了，注意安全！”2 月 7 日，10 时 30 分，在兰
州铁路局兰州西工务段K28+360道口处，道口工李
勇像往常一样站在道口房外手拿扩音喇叭指挥
交通。

李勇今年 59 岁，干了 42 年的道口看守工作。
他看守的K28+360道口位于兰州市西固区504厂，
与兰新引入线相交，是附近居民及工厂数千名职工
的上下班必经之路。每天通过这里的列车达到158
对，机动车流量每分钟能达到102辆，行人流量每分
钟能达到200余人。春运期间，行车、人员流量较以
往成倍增长，成为兰州铁路局内最大最繁忙的道口。

为确保道口安全，需要24小时不间断盯控，李勇
吃饭、上厕所都是利用列车间隔和确定道口的交通秩
序良好的前提下，快速地进行。朴实的老李说，“我也
不知道是吃饭快还是吃饭慢，有时候一顿饭不到两分
钟就吃完了，有时候一顿饭连续被打断十几次要吃上
半天哩”。

今年春运对于李勇来说还有着特殊的意义，因
为春运结束后他也该退休了。而他看守42年K28+
360 道口，也将在完成最后一个春运的通行任务后
进行下立交涵施工项目改造，之后这个道口也将不
复存在。

“我在道口守了 42 年，它就像是我的战友一
样。最后一个春运了，我得站好最后一班岗，和道口
一起平安退役。”李勇说着，眼圈泛红，“不过，这道口
马上就变成下立交涵了，到时候，列车、行人各走各
的，就更安全了”。

本报北京 2 月 14 日讯 记者齐慧从中国铁路
总公司获悉：2月14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900
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846列。

2 月 13 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040.9 万人次，
同比增加 120.3 万人次，增长 13.1%，运输安全平稳
有序。其中，上海铁路局发送旅客191万人次，同比
增加 26.1 万人次，增长 15.8%；广铁集团发送旅客
127.1万人次，同比增加18.9万人次，增长17.4%。

针对节后学生客流和务工客流出现叠加，铁路
部门加大运力投入，努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2月14
日，全国铁路预计增开旅客列车 846 列，其中，跨铁
路局中长途旅客列车 482 列，铁路局管内旅客列车
364列。

“我和道口一起‘退役’”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黄贵彬

14 日 全 国 铁 路 预 计

发 送 旅 客 900 万 人 次
六个鸡站是沪昆铁路线上的

五等小站，地处贵州省苗族侗族自
治州苗岭山深处。借着农历鸡年
的东风，六个鸡站职工高举“平安
回家 鸡年大吉”祝福的照片走红
网络。连日来，不少游客慕名来到
这里与“六个鸡”合影留念。

10 点 40 分左右，我通过视频
监控系统发现，有 20 多名游客从
铁路道口位置朝车站方向走来。
我一手握着对讲机，一手拿起扩音
器，一路小跑过去，询问情况并提
示安全注意事项。来自河南的黄

先生告诉我说：“我在网上看到‘六
个鸡’的照片，感觉很喜庆，刚好我
有亲戚在附近，就约亲戚一起来沾
沾喜气。”看到黄先生手里拿着相
机，我对他说：“这里火车通过很密
集，不要下股道去拍照，也不要横
穿股道，一定要站在安全距离内。”

12 点 20 分左右，站台上一下
子聚集了 300 多名游客，一眼看
去，密密麻麻全是人。我赶紧用对
讲机呼叫车站值班民警、护路民兵
和 2 名刚下夜班的同事前来支援，
引导游客站在安全区域。

在这里，我也要提醒每一位想
来六个鸡站参观游玩的朋友，注意
看路口安全警示标牌，看护好小
孩，禁止跨入铁路股道，拍照时一
定要站在安全区域内。

（本报记者 齐 慧整理）

小站“守望者”
2017年2月14日 晴

六个鸡站值班站长 汪祈斌

▶ “我愿意！”2月14日，南京火车站北广场候车
室传出响亮声音，铁路客运员赵汉卿在同事的见证下
向同在车站工作的爱人黄翠深情告白，并得到肯定的
回答。旅客们纷纷拿出手机记录这温馨浪漫时刻，并
为他们送上祝福。其实，尽管二人同在车站工作，但由
于岗位不同、倒休时间不同，很难有同一天休息的机
会。此前二人已经领取结婚证，因为奋战春运而推迟
了婚礼。赵汉卿希望利用今天交班的短暂时间，通过
这样的方式给爱人一个惊喜，弥补心中的缺憾。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洪 霞摄影报道

今年将遴选 200 名教师入选“万人计划”
每人支持50万元用于自主选题研究等

“ 真 的 变 了 ！”
——山西部分基层干部谈转变作风

本报北京 2 月 14 日讯 记者佘
颖报道：日前，教育部办公厅、中组
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
2017年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遴
选工作的通知》，决定今年遴选支持
200名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其
中高等学校（含普通本科院校、高等

职业学校等）教师占 60%左右，中等
以下学校（含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
学校、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等）教
师占 40%左右。国家将给予“万人
计划”教学名师入选者每人 50 万元
支持经费，用于自主选题研究、人才
培养和团队建设等，并鼓励地方和

用人单位配套给予适当经费支持。
国家“万人计划”是经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面向国内高层次人才
的重点支持计划。教学名师作为

“万人计划”项目之一，是唯一侧重
考察教师教书育人实绩的国家级人
才项目。

◀ 2 月 14 日，北京铁
路局保定工务段霸州线路车
间线路工在测试铁轨平稳
度，确保铁路正常安全运行，
旅客乘坐舒适，为春运做好
保障工作。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