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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玉环 APP”今日玉环数字报

本报讯“非常感谢所
有医生护士，因为有了你
们 ，我 丈 夫 才 有 了 重 生
……”近日，羌乡四川茂县
42岁患者王清平的妻子紧
紧握着茂县人民医院 ICU
（重症监护室）主任、玉环市
人民医院 ICU 代理主任郑
孝敬的手，激动地说。

这是茂县人民医院 ICU
治疗垂危高位截瘫病人的
首个成功案例。成功的背
后，温岭、玉环对口支援中
开展的“组团式”医疗帮扶
工作功不可没。

今年 3月 27日，患者王
清平因外伤致颈椎严重损
伤，全身完全瘫痪，在上级
医院抢救了 11 天，他的病
情仍未好转。随后，王清平
被转回茂县人民医院 ICU
进行“临终关怀”。

接诊后，玉环市人民医
院外派援茂的黄锡通、郑孝
敬医师坚持不放弃，利用丰
富的临床经验及专业知识，
第一时间科学施救。经过1
个月的精心治疗，奇迹发生
了——王清平各方面情况
好转，并在 4月底成功转回
普通病房继续治疗。

从 2018 年开始，玉环
人民医院便重点扶持茂县
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先后
派出多名 ICU 技术骨干支
援茂县，计划通过 3年不间
断“组团式”支援，将茂县人
民医院 ICU 打造成医院的
品牌科室，从二级甲等医院
的技术水平提升到三级乙
等医院的技术水平。

“下阶段，玉环市人民
医院 ICU团队还将开展血
流动力学检测、床旁支气管
镜检查和治疗等新技术推广，利用远程医疗信息系统探索远
程会诊、远程教育培训。同时，还将经常性开展医疗巡回义
诊和送医送药活动，提升基层医生和老百姓的疾病防控能
力，让更多山区群众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郑孝敬说。

据了解，自温岭、玉环对口帮扶茂县以来，积极开展“组
团式”医疗帮扶，两地两批援茂专家共开展门诊诊疗2211人
次，教学查房75次，疑难病例讨论12例、手术或操作示教185
例、学术讲座及业务培训32次，参加学习308人次，参加义诊
巡诊 14次。开展新业务新技术新项目 11项，填补了当地的
技术空白。 （张曙辉 梁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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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海港 99栋前
管线整治遗留下来的竹梯，
麻烦通知清理下。”“新潭东
街嘉雯健康生活馆门口有
辆僵尸车，麻烦移下。”……
近几日，坎门街道“创国卫”
工作微信群内异常忙碌，随
着一条条信息发出的，是相
应的问题照片。

“已整改。”问题发出后
不久，相关人员便及时落实
整改，在微信群内予以回
复。

为全力冲刺“创国卫”
省级评估迎检，该街道机关
干部、各相关站所人员、社

区（村）干部进入无休状态，
对照标准，抢抓时间，查漏
补缺，并动员党员、群众共
同参与，开展“创国卫”全民
整治大行动。

为巩固成果，深化创国
卫整治，街道将辖区内的各
个整治区块进行划分，由相
应的机关干部联合综合行
政执法队员责任包干。不
仅如此，街道联创办还与纪
检办一同组织人员进行专
项督查，强化纪律保障，确
保整治不留死角、不走过
场、不折不扣。

（潘瑶强）

坎门：

再掀“创国卫”新热潮

本报讯“两抓”年重点项目——
市档案馆新馆建设工程目前已完成
全部工程的 95%，计划将于下个月中
旬完工并启动验收。

近日，记者来到工程建设现场，
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外型宏伟、大气
磅礴，充满着现代化气息的新馆。从
空中俯瞰建筑，新馆走向类似于字母

“A”。在新馆周边，小工们正分散于
各个点位种植绿化。

“室内装修已基本完工，电路、消
防等设备正在调试，市政绿化也已经
基本成型。”市档案馆新馆建设工程
项目负责人庞林贵介绍道，目前施工
中最大的阻力，就是受天气影响，周
边道路施工进度有所滞后。

在庞林贵的带领下，记者踏进新
馆大门，只见大厅的装修已基本成
型，室内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令人耳
目一新。大厅房顶上，悬挂着数盏羊
皮灯，天花板则是一整面“雕刻风”，
上面印有玉环档案馆的由来及发展
简介，每个文字被写成隶书刻入方
格，排列成序。在墙壁等区域，还加
入了屏风、祥云瓷砖等元素，营造了
浓浓的“中国风”。

庞林贵告诉记者，这些都是他们
邀请设计公司专门制作的，为的就是
让市民一进大厅，就能直观地感受到
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

“此外，我们还在大厅制作了一
面浮雕背景墙，通过图案体现玉环海
岛元素，展示玉环的文化底蕴和地方
特色。”庞林贵说，目前，背景墙正由

专门制作团队赶制，争取这个月安装
完成。

参观的脚步不停歇，随着庞林贵
一路指引，记者来到大厅左侧的查阅
大厅，“以后，这里就是为市民提供档
案查阅服务的区域了。”指着已经装
修完毕的大厅，庞林贵说，该区域是
体现新馆承担社会服务功能的一大
亮点。原本，旧馆因为场地受限无法
提供的服务功能，新馆基本上都能满
足。

据了解，档案馆新馆不仅设置了
公共服务用房和展厅，还设有档案库
房、档案机房等，建成后将成为一处
集档案安全保管基地、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档案利用服务中心、政府信息

查阅中心、电子文件管理中心功能
“五位一体”的综合服务型档案馆，可
满足我市未来 30至 50年的档案发展
需求，有效改善我市档案管理和利用
条件，更好地发挥档案服务社会民生
的重要作用。

工程顺利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多
方全力支持和配合。新馆自2017年9
月开工建设以来，玉环经济开发区及
相关部门以“五心”“妈妈式”服务推
进“两抓”年工作落实，尤其是作为承
接项目单位——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该局由其下属科室公建中心专
门负责项目的协调与对接，在这支特
殊的小分队里，不乏许多80、90后“新

面孔”，这也是他们第一次集体“练
兵”。

“市档案馆新馆建设工程是我们
中心成立后第一个要交付的项目，因
此大家都特别重视。”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公建中心副主任孙迪说，无论
是项目前期审批、政策处理，还是与
施工单位对接，他们全程都在为项目
推进保驾护航。

“接下来，我们将抓好市政绿化
扫尾工作，做到高标准建设、高效率
推进，争取在6月中旬完工，并保证其
顺利验收，争创质量、安全、技术、运
行一流的优质工程。”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党委委员张志文说道。

（王敬/文 沈思维/摄）

高标准建设 高效率推进 高质量完成

市档案馆新馆计划于下月中旬完工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市
长吴才平深入玉城、龙溪等地，调研
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他强调，
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是玉环产业新
旧动能转换的主引擎，要高度重视，
举全市之力加快推进，进而提升玉环
产业竞争力和影响力，推动玉环高质
量发展。

市委常委孙群参加调研。
去年以来，我市围绕水暖阀门、

汽摩配、家具、智能制造四大产业，积
极谋划建设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
目前，水暖阀门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
已列入省级创建名单，综合体创新研
究院计划于 6月底投用，依托浙江清
华长三角研究院玉环中心，构建区域
水暖阀门产业创新服务体系。汽车
零部件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于今年1
月列入台州市级创建名单，该综合体
一期落地在亿工场，嫁接整合亿工场
现有功能，有效整合浙大汽摩所、中
国汽研、中科院、高校（院所）玉环联

合研究院等现有科创平台进驻，集聚
各类创新资源，为汽摩配企业创新发
展提供全链条服务。

在实地踏看并听取汇报后，吴才
平说，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切口
虽小，但推动力巨大，是玉环产业优
化升级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全市上
下要提高认识，把它作为科技新长征
的重中之重，更加积极主动予以推
进。要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体、企
业运营、多方参与”的总体思路，坚持
规划先行，高定位、高档次谋划推进
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形成玉环
特色、样板，真正发挥科技创新的“核
反应堆”作用，为产业优化升级提供
新动力。

就更好更快推进产业创新服务
综合体建设，吴才平强调，要突出丰
富内涵，围绕全产业、全要素、全领
域的资源整合，做足功能，做出亮点
和形象；尤其要结合老旧工业点改
造、乡村振兴、美丽村庄建设等，加

快创新要素集聚，推动行业提升、区
域发展，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
化，分享综合体建设带来的成果。
要加快建设进度，促项目早日落地
开工，早出形象、效益，尽快把蓝图
变为现实。要突出项目、人才招引，
敢想善谋，大力推介，加大力度招商
引智，使综合体建设真正成为玉环
产业提升的主引擎。要优化运行机
制，在现有团队基础上，整合提升，

强化管理，使机制运行更加稳健，有
效发挥功能。

吴才平要求，全市上下要集中资
源、力量，优先支持产业创新服务综
合体建设，确保今年出成效。要加强
宣传推介，在全社会形成重视科技创
新、重视创新服务平台建设的良好氛
围，吸引、调动企业、社会各界共同参
与建设，共享建设成果。

（应挺刚 林航宇 吴晓红）

吴才平调研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时强调

举全市之力为产业发展装上新引擎

5月28日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柯寿建检查市机电园区工业企
业消防安全。

▲副市长王超检查校园消
防安全。

▲副市长陈建波晚上检查
玉城街道文化娱乐场所消防安
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