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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局
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
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温度
37～38℃ ， 明 天 早 晨 最 低 温 度 27～
28℃，山区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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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坚守岗位者送
“清凉”
市四套班子领导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工作人员

□记者 黄永强 陈勇 李磊 马卡佳
本报讯 近段时间，我市连续出现高温天气。连日来，金华市副市长、东阳市委书记黄敏，市委副书记、市长姚激扬，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施侍伟，市政协主席卜亚男，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宝春等领导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工作人员，给高温
下坚守岗位的劳动者送上“清凉”，并向他们表示慰问和感谢。

8 日上午，黄敏、王天仁、徐立刚、
华伟跃等领导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看望
慰问高温一线工作人员。黄敏一行首先来
到吴宁街道东岘社区前峰小区，向正在
“截污纳管”项目现场施工的工作人员进行
慰问，给他们送上清凉消暑物品，希望他
们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做好防暑降温，同
时保证工程质量。在中山路与江滨北街交
叉口东北角，黄敏一行看望慰问了正在执
勤的交警，并对交警部门加强非机动车管
理、实行人性化执法的做法表示肯定。在
八华路与世贸大道交叉口慰问金义东市域
轨道交通工程施工人员时，黄敏深入施工
现场察看工程进展，要求施工单位进一步
把好工程质量安全关，力争成为其他项目
学习的标杆。在东义路 149 号市供电公司
电力施工现场，黄敏一行对施工人员进行
慰问，对供电公司服务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表示感谢，希望供电公司主动谋划、科学
调控，为群众生产生活和重点项目建设提

供更好的电力保障。
等市领导来到市民广场，看望慰问环卫工
10 日上午，市领导姚激扬、李宝春、 人，向他们送上慰问品，感谢他们在高温
虞乐生、蔡捷飞带领有关人员，首先来到
中为了城市的整洁和美丽仍然坚守岗位；
黉门广场，给一线环卫工人送上防暑降温
在里坞公路养护站，市领导详细了解了站
物资，感谢广大环卫工人为城市整洁挥洒
内养护人员日常养护工作的劳动强度，并
汗水，为创建文明城市作出的贡献，并叮
逐一递上防暑降温用品。施侍伟一行还前
嘱他们劳逸结合，充分做好防暑降温准
往了横店东磁磁材一厂、普洛家园药业羟
备。在金华银行东阳支行环卫工人爱心休
酸车间等地看望慰问一线工人，感谢他们
息点，姚激扬要求相关部门要做好后勤保
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希
障工作，确保环卫工人健康和安全。在市
望他们树立安全生产意识，做好防暑降温
体育馆项目建设现场、木雕小镇客厅建设
工作，做到财富与健康双丰收。
项目现场，姚激扬一行看望在高温下坚持
7 日，卜亚男、方雪飞、陈绍龙、胡
施工的建设者们，详细了解施工单位防暑
宏立等市领导先后来到花园建设雷迪森大
降温保障措施，叮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世界项目部、南马镇专职消防队、画水吴
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责任，认真落实防
宅治危拆违现场、S21 十里头至官清段改
暑降温措施。姚激扬一行还前往市粮食收
建项目施工现场等地，为项目施工人员、
储有限公司上周中心粮库，看望慰问粮库
消防官兵等在烈日下坚守岗位的人员送去
职工，叮嘱他们劳逸结合，合理安排工作 “清凉”，感谢他们用辛劳汗水换来了东城
时间。
百姓的幸福，希望他们关注身体健康，确
9 日上午，施侍伟、孙富庆、赵晓珍
保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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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稳中有升 重点工作扎实推进

政情通报会昨举行
□记者 陈勇 吴嘉沁 通讯员 蔡旦卡
本报讯 昨日上午，政情通报会暨人大
代表培训会在市行政中心三楼报告厅举行。
市委副书记、市长姚激扬代表市政府通报了
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运行情况和十大民生实
事工程进展情况。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施侍伟
主持会议；市领导李宝春、王天仁、方雪
飞、虞乐生、蒋银生、陈绍龙、徐立刚、楼
美姣、蒋震雷、陈巧锦参加通报会。
姚激扬指出，今年以来，我市聚焦“高
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狠抓工业企业集
聚发展、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最多跑
一次改革”、美丽东阳大花园建设、乡村振
兴等一系列重点工作，推进“标准地+承诺
制+代办制”“亩均论英雄”“最多一星期”
“最多半个月”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上半年
全市经济社会运行情况稳中有升，改革转型
不断深化，企业家信心普遍增强，城乡环境
持续优化。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88 亿
元，同比增长 5.6%；完成财政总收入 71.98
亿元，同比增长 15.3%，位列金华各县市区

我市进入天然气时代
天然气输气站于昨日正式投产

□记者 朱凯迪

■

本报讯 随 着 东 阳 末 站 工 艺 设 备 区 的
天然气进站阀门转动，我市天然气输气站
正式通气，意味着我市进入了天然气时
代。昨日上午，在吴宁街道孙村的东阳市
天然气输气站，举办了金丽温省级天然气
管道金衢段配套管道工程东阳支线投产仪
式。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天仁参加活
动。

象田萤火虫节开幕

第四，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17.1%，位列
金华各县市区第一。市场创新活力进一步激
发，上半年全市新增市场主体 9824 户，同
比 增 长 13.1% ， 其 中 新 设 企 业 数 2350 户 ，
同比增长 44.3%。与此同时，各项重点建设
工程扎实推进，十大民生实事进展顺利。
施侍伟指出，今年以来，市政府紧紧围
绕“三个三”工作主线，各项工作全面推
进，经济社会发展稳中向上，财政总收入等
指标增幅均列金华各县市前列。下半年，要
继续齐心协力、攻坚克难，扎实推进经济社
会发展和民生实事项目建设；人大要加强监
督，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推进各项工
作落实到位；人大代表要担当作为、尽心履
职，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
“一府两院”领导，部分在东的省、金
华市人大代表，全体市十五届人大代表，各
镇乡街道人大负责人，市政府各组成部门负
责人，市农办、国土局等部门负责人，市人
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干部等参加会议。
通报会结束后，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
任、省政府立法咨询专家林学飞为全体人大
代表作了 《宪法》 专题知识讲座。

据悉，金丽温省级天然气管道金衢段配
套管道工程东阳支线于昨日正式投产，该工
程全线涉及义乌、东阳两市，经过我市画水
镇、南市街道、城东街道、吴宁街道 4 个镇
街，由金衢配套管道工程义乌分输站供气。
工程新建管道 1 条，新建东阳末站、下金阀
室、王店阀室、西坞阀室。
东 阳 市 天 然 气 输 气 站 占 地 面 积 20.97
亩，该站的建成投产，使得我市市民可用上
安全、高效、价廉、质优的清洁能源。

营造安全生产环境
市领导带队突击检查

□记者 郑晓东
本报讯 昨日下午，副市长蒋震雷带领
相关部门负责人到各地突击检查安全生产工
作。
市领导一行先后前往虎鹿乳品有限公
司、中石化巍山加油站、野风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东郊加油站、塘西粮站、富坤农副产
品集散中心和世纪联华超市 （人民路店） 等
地。每到一处，市领导一行都仔细检查当地

昨晚，湖溪镇象田首届萤火虫节开幕，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寻访“童年的记忆”。萤
火虫放飞现场，大家纷纷拿出手机、相机拍摄萤火虫飞舞的画面，孩子们则忙着将抓到的
萤火虫放到透明的瓶子内，象田水库附近洋溢着欢声笑语。据介绍，萤火虫节将持续到
17 日，为了吸引游客，村里的农家乐、民宿、酒吧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
记者 胡扬辉 郭好进 通讯员 郭军新

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生产安全等情况，一
发现问题当场交办要求整改。
在巍山镇镇政府召开的座谈会上，巍山
镇和虎鹿镇相关负责人先后汇报了安全生产
工作，相关部门查阅了相关资料并提出了安
全生产方面的建议。会议指出，各有关部门
及单位要高度重视，把握安全工作重点，落
实好责任主体，持续强化安全生产宣传力度
的同时，进一步加大检查力度，一旦发现问
题要严肃整改，立即查处。

担当作为 扎实推进

六石街道、市场监管局认真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

抢占技术高地 建设健康东阳

G

市人民医院打造急救生命圈
□通讯员 李斐铭

昨日，因冠状动脉最重要分支完全堵
塞紧急送医的陈女士，经过救治已经基本
康复。10 多天前，她经历了生死时速，正
是市人民医院倾力打造的“急救生命圈”，
让她赢得了“黄金治疗时间”，到院 72 分
钟，就完成了急诊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
血管重新畅通。
作为我市唯一的公立三级综合性医
院，人民医院近年来除了在管理体制改革
取得重大突破、内部精细管理蜚声全国以
外，还倾力开展重要技术攻关，在急危重
症抢救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提前
实现了“90%患者在县域内就诊”的目标。
为打造“急救生命圈”，市人民医院把
“黄金治疗时间”提前，把“急诊科”开到
了患者的家门口，以提高抢救成功率和治
疗效果。在由市镇乡医生组成的“急救生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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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圈”内，一旦接到心肌梗死、脑卒中等
患者，就会立即得到市人民医院专业医生
的在线指导。随后，患者将通过快速“绿
色通道”转诊到市人民医院。
如果说“急救生命圈”是让医院治疗
提前，那么“健康管理圈”就是让医院治
疗延伸。市人民医院把在该院治疗过的患
者在家期间也纳入医生的管理范畴。该院
医生筛选较为典型的脑卒中、糖尿病、高
血压、慢阻肺、乳腺癌、胃癌、肝癌等 8
种疾病患者的信息，统一录入到疾病管理
系统，和医共体的基层社区医生一起，为
患者提供连续的服务。这样，患者在家就
能享受高水准的诊疗服务。
2017 年 ， 市 人 民 医 院 完 成 住 院 手 术
2.65 万台。这些病人中，有许多病例以往
在县级医院是无法救治的。随着技术能力
的快速提升，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不停
跳冠脉搭桥等省级医院水平的高难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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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郭钧衡 杜思远
通讯员 周闪闪 叶利峰

术，都在市人民医院常规开展起来。每年
开展复杂的先天性或者风湿性心脏病、冠
状动脉搭桥等手术超过 200 例。
市人民医院的医疗质量数据，被列为
浙江省医疗质量评价的参照指标。该院先
后获得了东阳市和金华市政府质量奖、浙
江省卓越经营奖。
同时，市人民医院着力推进学科建设
快速提升。这家 1999 年的老牌三级乙等综
合性医院，许多学科或技术已走在浙中地
区前列。目前，达到三甲技术标准的学科
有 20 个 （标准要求 16 个）。
更令人瞩目的是，近三年市人民医院
有 3 个项目获国家自然基金科研项目立
项，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篇。今年 6 月，中
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将东阳市人民医院
作为全国医院的代表，和北京协和等全国
著名的三家医院一起报道，介绍了该院医
疗技术能力的快速发展，业界反响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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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市委全会精神

本报讯 近日，六石街道、市场监管局
分别通过周一夜学、专题学习会等形式，认
真学习贯彻市委十五届四次全体 （扩大） 会
议暨市政府十五届四次全体会议精神，并部
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六石街道对下半年重点工作作了部署：
认真开展“不担当不作为”专项整治行动，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进一步激发
干部干事创业激情；严格按照“美丽乡村”
高标准建设，加强巡查、有序推进拆后重建
各项工作；集中力量紧盯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目标，统筹指导，全速推进，着力提升集
镇品位；打好美丽环境向美丽经济转型战
役，积极推进“项目落地+民宿发力”产业
植入模式，在发展壮大现有旅游资源基础
上，招引一批优质旅游项目，巩固提升“六
石一日游”乡村旅游品牌；深化“最多跑一
次”改革，充分发挥“基层治理四平台+全
科网格员”联动作用，打造和谐高效六石。

东阳新闻网：http://dynews.zjol.com.cn

市场监管局对系统内部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深入剖析，并提出了整改举措。要求全局
上下要直面问题，对照“不担当不作为”30
项问题以及政治体检 26 方面问题清单，以
问题为导向，立行立改；主动作为扎实推进
工作，在完成岗位职责同时，以“实干精
神”扎实推进全面完成 139 项上级政府部门
部署的目标任务；严肃纪律，加强督考，在
选树系统担当作为系统先进典型、大力宣扬
的同时，对于“不担当不作为”的人与事，
及时采取组织措施，决不手软。为圆满完成
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会议要
求，该局各班子成员要率先垂范，中层干部
主动担当，一般干部职工主动作为，自上而
下塑造一支“敢担当有作为”的市场监管铁
军队伍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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