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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区群众办实事，我们义不容辞”
■ 本报记者 罗宝

“你这个是胰腺囊肿，暂时不需要开
刀，但是不要放松警惕，需要每隔半年复
查腹部彩超。 ”

“你的腰疼主要是腰椎间盘突出引
起的，虽然动过手术，但平时要少干重体
力活，尽量少下蹲，要靠自己保养。 ”

“看你肠胃经常不舒服，建议做肠镜
和胃镜，做一次起码 3 年内不用再做了，
这个在市、县医院就可以做，不用到大城
市，那样花费高。 ”

……
6 月 20 日一大早，革命老区来安县

半塔镇人民文化广场上就格外热闹。 来
自上海和滁州市的医疗专家正在这里为
当地群众进行义诊。听说专家来义诊，乡
亲们一大早就赶到这里。

天气炎热，在两个简易遮阳伞下面，
10 多名医生耐心细致地为群众逐一检
查身体，观察问诊，分析带来的病历或医
疗影像片子。 正在现场义诊的上海交通
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
师黄陈告诉记者：“半塔是革命老区，老
区人民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牺
牲和贡献。作为党员，发挥医学专长为老
区群众办实事，我们义不容辞。 ”

为了让老区群众在义诊中获得高水

平“全科”诊疗服务，上海交通大学附属
第一人民医院组织了胃肠外科、 血管外
科、泌尿外科、消化内科医生参加此次义
诊。 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调配了肿瘤内
科、心血管内科、骨科、妇产科、儿科等科
室医生。 “没想到大专家能到镇上来看
病。 听听专家怎么讲，开了什么药，我更
放心了。 大伙都很开心！ ”75 岁的半塔镇
居民张红珍对记者说。

短短 2 个小时 ，200 多名老区群众
接受了诊疗服务， 有的还记下了医生电
话号码，约好今后到医院去检查、治疗。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深入
推进，滁州市与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

医疗合作越来越紧密， 当地医院先后建
立起医联体。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与
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已开展了近一年时
间专科联盟合作，黄陈与另一名同事分别
结对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胃肠外科和
心内科，每个月都要利用一个周末时间到
滁州开展手术、会诊、坐诊及科研指导。

“开展合作以来，滁州一院胃肠肿瘤
手术量提升了近 10%， 科室几名医生对
胃肠恶性肿瘤综合诊治能力也大大提
升。 ”黄陈对记者说，他还帮滁州一院的
普外科细化为胃肠外科和肝胆外科，在
医技专业化方面更进一步。

6 月 20 日， 阜阳市颍东区插花镇红旗农场玻璃温室大棚内，
农民正在采摘樱桃番茄。 近年来，颍东区优化产业结构，积极打造
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目前，该区已发展标准化蔬
菜种植约 9.5 万亩，年产约 24 万吨蔬菜。 本报通讯员 宿飞 摄

绿色蔬菜香飘长三角

蚌埠综治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通过验收
本报讯（通讯员 吴媛媛 陶芳芳 记

者 孙言梅）日前，受国家标准委委托，省
市场监管局邀请相关专家 , 组成考核评
估组，对蚌埠市委政法委承担的“安徽省
蚌埠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国家级标准化
试点”项目进行终期考核验收。经过现场
评审， 该项目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终期
验收， 这也是全国唯一的综治国家级标
准化试点。

评估组对照系列国家标准要求，通
过查阅资料和查看现场等方式， 对试点
工作进行全面考核评估。专家组认为，蚌

埠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级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标准化“试验田”，自获批以来制定并
实施包含服务通用基础标准、 服务保障
标准、 服务提供标准在内的共 88 项标
准，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个领域、各
个环节和各个流程有标可依、有规可循、
有序运行。

2017 年, 蚌埠市成功获批全国唯一
综治国家级标准化试点。 该市聚合资源
力量,融合方式手段，不断增强社会治理
动能，平安建设成效大幅提升，连续 6 年
获评全省平安建设先进市。

淮北前5月新登记个体工商户同比增45.1%
本报讯（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吴义

华）淮北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放管
结合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今年 1 月至 5
月，全市新登记企业、个体工商户数量分
别同比增长 6%、45.1%， 现有市场主体
超 19 万个。

淮北市建立涉企经营许可信息双向
精准推送机制， 实现企业登记注册信息
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办理信息互通共
享；深化证照分离改革，畅通审批绿色通
道，推动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程序。今年
以来 ， 该市累计办理股权出质登记 15
件 ，出质股权数额 28343.08 万元 ，助企
融资 19.159 亿元； 开展质量问诊活动，

对重点行业、 产业园区和产品质量状况
开展会诊，帮助解决质量问题 18 个。 同
时，强化协调联动，扩大部门联合抽查范
围， 最大限度实现 “进一次门、 查多项
事”，避免多头重复检查。

淮北市聚焦陶铝新材料、装备制造、
生物医药等产业，开展“面对面”服务，引
导申请专利、注册商标等。 截至目前，该
市新授权发明专利 75 件、申请商标 826
件； 出台推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若干
政策，发放奖励资金 1144 万元。同时，制
定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意
见》，综合运用市场、司法、行政等手段，
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能力。

砀山提升村党组织书记履职能力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李艳

龙）今年，砀山县通过开展培训、述职评
议、擂台竞赛等，提升村党组织书记履职
能力，引导他们比担当、拼干劲、争位次，
当好推动乡村振兴“领头雁”。

砀山县举办村党组织书记履职能力
提升培训班， 根据当地农村现状和发展
需求设置 13 门课程进行精准化培训，采
取结业答辩的形式巩固学习成效、 检验
培训成果。该县设立 4 个现场教学基地，
组织村党组织书记展开讨论， 着力推动
研讨成果转化； 组建巡回宣讲团在全县
开展宣讲，分享产业结构调整、人居环境
整治、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
方面的先进经验及做法。

该县广泛邀请党员、 群众代表进行
测评点评，通过听取述职汇报、评委现场
点题、群众直面提问，“亮成绩、比业绩”，
帮助总结工作经验，理清发展思路，提振
干事创业精气神。 结合党支部联系点工
作，建立县镇村三级联动机制，每月“实
地走访、 答疑解惑”， 提出整改意见 52
条，推动问题整改落实落细。

该县推荐村党组织书记参加全县村
支书擂台赛，营造比学赶超氛围。探索建
立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激励制度，实
行村级集体经济收益与村干部报酬挂钩
机制。 大力实施带头人队伍整体优化提
升行动，42 名村党组织书记完成相关进
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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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沈
宫石 通讯员 于景信 ）
6 月 20 日 ，“皖江奋斗
号” 盾构机主驱动成功
下井完成拼装， 芜湖城
南过江隧道项目右线盾
构机组装工作过半。

芜湖城南过江隧道
是八百里皖江首条超大
直径盾构隧道， 也是安
徽首条过江隧道， 采用
“皖江奋斗号” 盾构机开
掘。 主驱动的主要作用
是驱动刀盘旋转并向前
掘进， 被称为盾构机的
“心脏”。6月19日下午，经
过近10天鏖战，盾构机主
驱动地面预拼装和竖立
翻身工序顺利完成。 6月
20日上午9时，重达450吨
的主驱动被吊装下井 ，
平衡移动到始发井右线
指定位置， 当日下午4时
30分，主驱动成功完成吊
装和微调。

据了解，“皖江奋斗
号” 盾构机开挖直径达
15.07 米，总长 136 米，最
大推力 222173 千牛，一

次性开挖断面超过 5 层楼高。 同时，该
设备具备滚刀齿刀互换、主驱动伸缩和
有害气体探测等功能，是目前世界上最
先进的国产智能掘进设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