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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1 月 11 日， 合肥市肥东县店埠
镇中心卫生院， 来自全县范围内的
特殊工作人员在接种新冠肺炎疫

苗。 连日来，肥东县境内物流、冷链、
教师、 行政等需要接触大量人群的
特殊工作人员， 陆续免费接种新冠
肺炎疫苗， 截至目前接种人数已达
8000 人，根据摸底数据，疫苗接种人
数已近半。

本报记者 杨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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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卫健委要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立即建立老年患者挂号就诊绿色通道
本报讯（记者 朱琳琳）为解决老年

人在就医过程中面临运用智能技术困
难的问题，维护信息化时代下老年人的
权益，日前，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切
实做好老年人就医便利服务工作的通
知》， 明确提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立
即建立方便老年患者挂号就诊的绿色
通道。

《通知》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低风险
地区的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在老年患
者就医时一般不查验“健康码”。对因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需要确需查验“健
康码”的，医疗机构要在入口处设立老
年患者通行通道， 并配备足够数量的
工作人员、 志愿者、 社会工作者等人
员，帮助代查代办；对没有手机或其他

原因无法提供 “健康码” 的老年患者，
通过人工填写等方式登记调查， 缩短
老年患者在院区外等候时间， 确保老
年患者顺利就医。

《通知》明确，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
立即建立方便老年患者挂号就诊的绿
色通道，并完善电话、网络、现场等多种
预约挂号方式，畅通家人、亲友、家庭签

约医生等代老年患者预约挂号的渠道。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提供一定比例的
现场号源，保留挂号、缴费、打印检验报
告等人工服务窗口，配备导医、志愿者、
社会工作者等人员， 为老年患者提供
“一站式”就医帮助服务。

《通知 》强调 ，各二级及以上医疗
机构要进一步扩大家庭医生预约号

源数量 ， 方便老年患者就近预约挂
号 ， 并对转诊老年患者提供优先接
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 鼓励有条件
的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建立医养结合
协作关系 ， 或开通预约就诊绿色通
道 ， 为入住老年患者提供预约就诊 、
急诊急救 ，以及医疗巡诊 、健康咨询 、
健康管理、 养生保健、 康复指导等服
务 ， 确保入住老年患者病有所医 、及
时救治。

此外，针对网上办理就医服务，《通
知》 要求各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要简
化网上办理就医服务流程， 为老年患
者提供语音引导、 人工咨询等服务，多
措并举满足老年人多方面、 多层次医
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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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低风险地区医疗机构，老年患者就医一般不查验“健康码”

◎畅通家人、亲友、家庭签约医生等代老年患者预约挂号的渠道

◎医疗机构提供一定比例现场号源，保留挂号、缴费等人工窗口

◎扩大家庭医生预约号源的数量，优先接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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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省卫生健康部门
印发通知， 要求做好老年人
就医便利服务工作， 着力解
决老年人在就医过程中面临

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问题，
切实维护信息化时代下老年

人权益。 此举彰显了老年服
务的人性化， 告诉我们智能
时代不能没有“温情”。

随着科技加速发展，人工
智能时代加速到来。 如今，人
工智能已在医疗、教育、交通
等多个领域积极赋能，大大方
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 不过，
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新兴战略

性技术，因具有技术属性和社
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征，在推
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给某些
阶层或群体带来烦恼。比如在
医疗领域，人工智能技术为患
者提升就诊效率和服务质量

的同时，会给老年患者带来诸多不便，徒增老
年人的就医难题。 诸如此类智能时代的“技术
烦恼”，同样存在于其他领域。

当然，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给一些群体带
来的不便，属于“成长中的烦恼”，我们不能因
噎废食，加以拒绝。 在当今的人工智能时代，
如何让更多的人享受“技术红利”，实现共享
发展， 需要在推动技术进步中坚持以人为本
的理念，重视人的实际需求，满足个体现实诉
求，让科技彰显人本、充满温情。 从这个意义
上说， 卫生健康部门重视老年人的 “技术盲
区”， 以切切实实的措施推进老年服务工作，
为老年人日常生活开辟方便、快捷温馨的“绿
色通道”，此举值得点赞。

1月 6日，在滁州市琅琊区西涧社区养老服务站，志愿者为老人按摩护理。
建设完善 8 个街道养老服务中心、37 个社区养老服务站是 2020 年琅琊区十件为民办实事中的一件。 目前，该

区已实现 8 个街道 37个社区全覆盖，基本建成了“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疗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为老年
人提供精准化、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在提升该区养老服务质量的同时，有效满足了老年人持续增长的养老服务
需要。 本报通讯员 赵辰 聂宁 摄

养老服务惠民生

动态监测防返贫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任雷

寒冬时节，物美价廉的大白菜受
到皖北人的喜爱。蒙城县庄周街道九
里桥村贫困户冯二波家种的 2 亩大
棚白菜，最近供不应求。

“每亩地产 2000 棵白菜，1 棵净
重 6 斤左右，每棵 3 元，毛收入 6000
元，利润 4000 元。 ”提起大白菜的种
植收益 ，37 岁的冯二波乐呵呵地给
记者算起账来。

前几年， 冯二波在工地务工意
外受伤致贫，在多方精准帮扶下，夫
妻俩发展特色种植，于 2014 年底顺
利脱贫。 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再

次让冯二波家庭陷入困境。 得益于
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助和脱贫监测
户个性化帮扶措施， 他们家再次渡
过难关，靠着发展特色种植，走在全
村前列。

“2019 年 3 月 ， 我正在瓜棚干
活，突然头晕摔倒，经蒙城一院抢救
诊断为颅内动脉瘤破裂伴虹网膜下
隙出血，需转院治疗。 多亏了驻村扶
贫工作队，我才捡回来一条命。 ”冯二
波告诉记者，来自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的驻村扶贫工作队帮忙联系到安
医大一附院，命算是救了回来，但高
额的诊疗费几乎花光了积蓄。

“我们及时将该户纳入脱贫监测
范围， 首先帮助落实健康医疗政策，

解决了 85%的医疗费用。 ”九里桥村
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王立
成向记者介绍，针对冯二波家的劳动
能力、收入水平等实际情况，村里随
后又开展了兜底保障、 临时救助、公
益岗位等个性化帮扶。

初步康复后， 在村干部和驻村扶
贫工作队的引导和鼓励下， 冯二波继
续发展特色种植。 痊愈后，冯二波去年
流转土地 7.13亩，种植花生，享受特色
种养补贴 3000元。同时租种蔬菜大棚
10个，种植白菜、豆角等蔬菜。

如今，冯二波妻子放心地外出务
工了。 经初步测算，冯二波家庭年人
均纯收入已超过 10000 元，较上年增
长了 100%。

关节炎患者易陷入运动误区
据新华社电（记者 帅才）骨科专

家指出，近年来，关节炎发病率上升，
一些病人希望通过运动改善疾病，却
陷入了越运动越受伤的误区，导致疾
病加重。

据骨科专家介绍，有些患者认为
骨关节炎是由于缺乏锻炼、血脉不通

引起的，所以一味地加强锻炼，反而
导致越运动越受伤。 日常锻炼可以改
善人的心肺功能，但同时也在加速关
节的磨损和老化。 对于骨关节炎患者
而言，体育锻炼应以非负重的训练为
主，应避免长时间爬山、爬楼等运动。

专家告诉记者，有些骨关节炎患
者特别是老年患者认为是自己长期
缺钙导致骨关节炎的发生，希望通过
补钙来进行治疗。 骨质疏松是由于钙
质长期流失造成的，而骨关节病的本
质是关节发生退变和关节软骨过度
磨损，补钙只能防治骨质疏松，而并
不能治疗骨性关节炎。

专家建议，关节炎患者应遵照医
嘱合理运动，规律服用疗效确定的消
炎止痛类药物，配合使用改善软骨功
能的药物，辅以理疗等综合治疗方式
才能缓解疼痛。

·健康顾问·

铜陵专项整治农村环境卫生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彬 李莉）铜陵
市从 1 月中旬起，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村庄清洁、干净过年”农村环境卫生专
项整治活动，以干净、整洁、美化的村容
村貌喜迎新春佳节。

铜陵市将聚焦重点任务，推动农村
垃圾治理， 主要清理暴露生活垃圾，对
城郊接合部 、乡镇驻地 、村庄 、河塘沟
渠、 路边等暴露的生活垃圾进行集中
清理，重点是进行乡镇、行政村驻地周
边、道路两侧、中转站等环卫设施附近
生活垃圾清理， 确保生活垃圾无积存；
对乡镇道路沿线乱堆乱放等现象进行
集中治理，做到堆放整齐有序；将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由乡镇驻地、村庄、河塘

沟渠、 公路等重点区域向单位内部、农
家庭院、背街小巷延伸。

该市开展清洁卫生单位、 清洁卫
生户等评比，充分调动社会、村民参与
生活垃圾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充
分利用春节农民工返乡的有利时机 ，
利用县区政府网站、 铜陵城管微信公
众号、农村广播站、村部宣传栏等载体
广泛开展宣传， 结合镇村干部走访慰
问活动，主动上门向农户宣传“村庄清
洁、干净过年 ”活动 ，营造浓厚的宣传
氛围。 该市还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加大
对各中转站、拉臂池点、环卫车辆等环
卫设施的消杀频率， 做好疫情常态化
安全管控。

黄山市“送戏进万村”800余场

本报讯 （通讯员 汪彩兰 记者 吴

江海）记者 1 月 8 日从黄山市文化和旅
游局获悉 ，2020 年该市创新 “群众点
菜、政府埋单”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
积极开展“送戏进万村”活动，将 812 场
文化演出送到农民家门口。

黄山市从业绩荣誉、 设施设备、节
目内容、演员队伍、自创节目等方面，对
演出服务单位进行综合评审，加大入选
全省戏曲创作孵化计划的剧目演出力
度，鼓励倡导创作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反映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尚的
新节目。同时，在制定招投标方案前，通
过上门入户问卷调查、微信公众号问卷
等， 了解群众喜欢的节目形式和内容

等，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在演出期间，
突出暗访抽查， 防止转包或变相转包、
擅自变更演出内容等行为的发生，并对
演出服务效果开展村民现场打分、现场
评议。

为方便村民观看演出，黄山市要求
演出服务单位以农闲、节假日、晚场为
主，合理安排演出季节和时间，并在演
出前一周左右通过海报、公告、村广播、
村微信群、村民组长上门通知等形式提
前告知。

据了解，该市在每场文化演出中均
穿插有奖问答环节，以群众喜闻乐见的
方式，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民生工程，
有效提高了群众的政策知晓率。

肥西“以赛引才”促进创业创新

本报讯（记者 许蓓蓓）近日，肥西
县第五届“创智汇”双创精英挑战赛圆
满落幕。 截至目前， 五届比赛已吸引
534 家企业报名参加，引进硕士以上学
历人才 500 多名。

肥西县“创智汇”双创精英挑战赛
于 2016 年开始举办， 旨在通过大赛平
台， 推介肥西创新创业环境和政策，以
赛引商、以赛引才，吸引优质项目来肥
西转化落地。 据了解，五届大赛共吸引
全国各地 534 家企业报名参加，带来生
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一

批高新技术领域优质项目，共选拔产生
肥西县领军人才 50 名 、 肥西英才 40
名、产业创新团队 25 个。

为帮助项目加快落地，该县从科技
成果转化、载体建设、人才引进、科技金
融等多个方面给予扶持， 培育出国家
级、省级、市级人才 19 人，催生发明专
利 320 多项，引进硕士以上人才 500 多
名。 大赛获奖人员领办（创办）的企业，
获得人才专项扶持资金、天使投资基金
以及科技金融资金共计 4 亿多元 ，36
家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桐城引导包装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 （记者 洪放 通讯员 潘月

琴）桐城市落实产业链“链长制”，加大
资金扶持力度， 引导企业加大科研投
入，促进塑料包装产业转型升级，实现
绿色发展。 目前，该市塑料包装企业拥
有中国驰名商标 3 件、安徽省著名商标
9 件、安徽省名牌产品 3 个，210 家企业
通过质量体系认证。

桐城市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落
实产业链“链长制”，强化行业引导、实
施招大引强、开展暖企服务、培育龙头
企业， 促进当地塑料包装产业融合发

展、转型升级。 该市继续加大政策扶持
力度，鼓励企业技术改造，提升工艺装
备，重点发展绿色化、可循环、可复用、
高性能、多功能性包装材料，推行绿色
生产。在税收、规费、信贷、补贴等方面，
对质量提升成效显著的塑包企业给予
政策扶持。

2017 年至 2020 年，桐城市还通过
对塑料购物袋、农膜等塑料制品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共立案查处生产销售国家
明令禁止塑料制品等违法违规行为案
件共 112 件，罚没款 48.53 万元。

倪绍贻同志逝世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阜阳
地区纪委第一副书记倪绍贻同志，于
2021 年 1 月 10 日在阜阳逝世， 享年
101 岁。

倪绍贻同志生于 1920 年 9 月，江
苏省邳县人 ，1939 年 11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39 年 7 月参加工作， 历任
中共淮北第三地委、第七地委组织部

组织干事，颍阜县黄岗区委副书记，颍
上县杨湖区委书记， 颍上县农委会主
任，涡阳县委书记处书记，阜阳县委副
书记兼县长， 太和县委副书记兼革委
会主任，太和县委书记，阜阳行署科委
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书记，阜阳地区
纪委第一副书记。 1983 年 11 月离休，
享受地专级待遇 （享受按副省长级标
准报销医疗费待遇）。

倪绍贻同志的遗体定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上午 8 时 10 分在阜阳市殡
仪馆火化。

淮南配发车用
气瓶电子身份证
本报讯（记者 柏松）近日，淮南市 9833 辆

LNG、CNG 汽车全部完成了车用气瓶电子标签
粘贴，每辆汽车车用气瓶都拥有唯一的电子身
份证。

淮南市市场监管部门积极探索信息化手
段加强气瓶安全监管，推出气瓶“三合一监管
平台”，首先在车用气瓶上进行试点，随后逐步
向工业气瓶和液化石油气瓶领域推广。

该平台实现了车用 、 工业和液化石油 3
大类气瓶合办证 、检验 、停用 、报废 、注销 、产
权置换等 6 大类监察业务的流程化和规范
化在线处理 ， 便于群众办理气瓶相关业务 ，
监管部门可以掌控气瓶数据和状态 ，随时介
入监管 ，督促充装 、检验单位落实安全主体
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