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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共享，卫生院服务水平“上位”

过去，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先天不足”：有的医院
设施老旧，有的科室单一，人才、设备匮乏，看病就“听诊
器、血压计、体温表”老三样，条件好点的医疗机构辅助检
查仅有血常规、心电图，B超、呼吸机等设备因无人会用成
了摆设。如今，这一“瓶颈”正在被突破。

村民石光兵说，以前，乡镇卫生院医疗水平不高，很多
病都没法看。现在，许多病在卫生院就能看好。

前不久，石光兵小腿被意外砸伤，大家把他送到了离
他家最近的永兴镇卫生院。

“可能骨折了。”永兴镇卫生院执业医师周仕发初步
判断。为进一步确诊，他通过医共体远程影像中心，将影
像资料传到湄潭县人民医院，专家通过远程会诊，很快确
诊：患者右小腿骨折，建议手术。

“去县城路程远，花费还多。在这里做手术，既省钱，
家人照顾起来也方便。”周仕发说，结合患者实际情况，他
第一时间联系县医院的骨科医生李波。沟通病情，敲定
时间，请来专家，就地手术。

“县域医共体资源共享机制下，石光兵手术费用是乡
镇医疗机构标准，这为他节省了不少开支。”周仕发说，在
县域医共体机制下，小手术镇医院独自解决，大手术同县
级医院合作解决。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关键还要补齐基层医疗机
构建设短板。湄潭县人民医院在配好医共体成员单位医
疗设备和人才上下了功夫，为中心镇（街道）医疗机构建
设手术室、购买牵引床等，使其能基本满足患者常见病、
多发病的诊治。

比如，作为县域医疗次中心建设的永兴镇卫生院，开
设了全科医学科、皮肤科、五官科、口腔科等8个科室，能
够开展一级手术和部分二级手术。据介绍，2022年，该
院成功开展一级和二级手术638例。

依托县级医院资源优势，湄潭从县人民医院和县中
医院遴选业务骨干、专家到基层医疗机构挂职任副院长，
强管理、建队伍、育人才，着力激活乡镇卫生院自身的“造
血能力”，打通机构“围墙”，促进成员单位医疗技术诊治
水平快速提升。

据统计，2021年，湄潭县15个乡镇（街道）医疗机构开
展二级手术0例，而2022年开展二级手术达到450余例。

紧密联动，患者满意度“拉升”

18分钟，这是新南镇卫生院转入县人民医院的一名
急性胸痛患者，从进入县人民医院到心脏冠状动脉支架
植入术完成的时间。

一键呼叫、绿色通道、远程会诊、路上接诊，在患者前往
医院的路上，县人民医院一边安排救护车半路转诊患者，
一边安排介入室做好相关手术准备，病人一到立即手术。

“县级医院与乡镇（街道）医疗机构、村卫生室完成信
息对接，保证了救治的黄金时间，挽救了患者的生命。”彭
虹道出了“与死神抢时间”的关键。通过推进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建设，乡镇卫生院的诊疗设备更好了，医生技术提
高了，转诊、会诊服务也跟上了，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优质的医疗服务，构建起“小病善治、大病善识、重病善
转、慢病善管”的治疗体系。

家住西河镇西河村的邓霞，40岁时患上慢性咽炎，
一到冬季就咳嗽不停，就经常往县医院跑。

不久前，邓霞咳嗽不停，还提不起气。“咋不去镇卫生
院呢？现在卫生院和县医院是一家，条件不错，医生也很
专业。”在邻居的建议下，邓霞来到西河镇卫生院。

“以前看这类病，要到 30多公里外的县城。现在身
体有啥不舒服，我就到镇卫生院看。”邓霞说。

为了提升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诊疗能力，满足
群众就医需求，湄潭县级医院通过与基层卫生院建立对
口支援关系，探索专科共建、临床带教、业务指导、教学查
房、科研和项目协作等方式，补齐医疗卫生短板。

“我们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把
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资源整合，衔接好各类医疗服务，提
升全县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湄潭县人民医院党委副
书记、院长张辉说，让群众享受到系统连续的预防、治
疗、康复等服务，并实现医防协同，构筑起了县域内公
共卫生防线。 （记者 金枭枭 陆邱珊）

城乡“共享”县医院

本报讯 （记者 胡丹）2
月 22日，记者从市气象局获
悉，为加强防旱抗旱工作，2月
21日夜间，我市开展人工增雨
作业，增加降水约 141.7万吨，
部分地区旱情得到缓解。

市气象监测数据显示，2
月 21日 20时至 22日 06时，我
市共有 223 个乡镇出现降
水。2月 21日夜间，全市有 7
个县（市、区）9个火箭作业点
开展增雨作业，有效增加了降
雨量，累计增加降水约 141.7
万吨。

“气象部门将继续开展人
工增雨抗旱工作，抢抓一切有
利时机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市
气象局相关人员建议，全市农
业农村等部门要充分借助近期
降雨有利条件，加快推进春耕
春播工作。另外，当前处于枯
水期，降雨量总体不大，因此各
地仍需做好抗大旱、抗久旱的
准备，各地仍要持续做好保水、
蓄水、控水、找水、节水等工作，
确保饮水安全。

我
市
开
展
人
工
增
雨
作
业

部
分
地
区
旱
情
得
到
缓
解

本报讯 （记者 赵婧耘）2022年
12月，遵义市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在贵
州省行政执法人员“大学习大练兵大
比武”活动中斩获一等奖，这是我市扎
实推进依法治市，打造法治政府的一
个缩影。

2022年，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严格落
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
第一责任人职责，扎实推进省级法治
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全市各级各部门
依法行政意识持续增强，依法行政能
力不断提升，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政府职能体系不断完善。一是持
续推行办理事项“零跑腿”“最多跑一
次”，除特殊事项外，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100%网上可办；公安、社保等 124个民
生事项下沉到乡镇办理；市、县两级建
成“7x24小时”自助服务大厅，可办理
和查询税务、医保等700多项政务服务

事项；积极推进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
可事项告知承诺制，推进政务服务事项
数据信息互认共享，推广电子证照应
用。二是全面落实政务服务“好差评”
制度，持续推进“一窗通办‘2+2模式’
改革”；深化“全省通办”“跨省通办”，探
索将“全省通办”窗口延伸到乡镇，市、
县级基本实现70%“全程网办”目标；扩
大电子证照应用，政务服务事项材料与
可共享证照 100%关联；积极推行预约
办理、延时办理、上门服务、周末服务、
容缺受理、告知承诺等服务举措；持续
优化12345热线运行机制，办结事项群
众满意率等指标均达到省级要求以
上。三是全面落实权责清单和负面清
单制度，清理规范各类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和破除各种形式的市场准入不合理
限制和隐性壁垒。

依法行政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推
进重点领域立法，加强规范性文件监督
管理，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

定，推动建立市公职律师办公室，实现
市、县两级政府法律顾问和市级政府部
门公职律师全覆盖。

行政执法工作体系不断完善。一
是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完善执法体制机
制，推动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并
优化调整部分领域行政执法权，积极推
进乡镇赋权改革试点工作。二是依法
加大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
执法力度，常态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扎实抓好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
行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和养老
诈骗、安全生产“打非治违”等行动。三
是持续深化普法依法治理，探索创建

“法治示范乡镇”，试点项目成为全国
16个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联系点之
一；全国、省级和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
（社区）”分别达到 26个、287个和 1982
个，创建数量及质量居全省第一。

社会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化解体系
不断完善。加大乡镇（街道）、村（社

区）专职人民调解员配备力度，全市
县、乡、村综治中心三级联动，充分发
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作
用。各地依托“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
基层治理机制，着力构建市、县、乡、村、
网格、联户“六级联动”排查网络，完善
诉调、警调、检调、仲调、访调线上线下
衔接联动化解体系，有效推动矛盾纠纷
一体化解决。紧扣实现“一降一升”目
标，设立行政复议咨询委员会，进一步
提升行政复议办案质量，建成行政复
议智慧听证室，实现全程数字化管理
和远程听证质证。

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不断完
善。加强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规范招
标投标、政府采购、公共资源交易等平
台运行管理，深入推进落实重大政策信
息、涉企服务信息、财税信息、就业稳岗
信息等重点领域信息公开，积极治理政
府机构失信问题，行政权力运行更加规
范透明，政府公信力进一步提升。

用法治“含金量”保障高质量发展

我市加速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刘廷
成）凤冈县蜂岩镇朱场村桂花
组村民出资出力，共同修缮饮
用水源，解决了 600余人的生
活用水难题。

“去年，我们这里遇到了
久未见过的干旱，村民饮水、
庄 稼 灌 溉 用 水 都 出 现 困
难。”村民李江告诉记者，因
为缺水，大家又从“龙井”里
挑水用，但“龙井”较深，取水
时需要 3 个人，一人在井底
打水，一人在井上接水，一人
挑水回家。

李江是村里的致富带头
人，也是前任桂花乙组的村民
组长，现在居住在朱场村街
上。面对村民的缺水状况，他

决定组织大家出钱出力，解决
用水难题。

据介绍，桂花组共有近70
户 600余人，为了方便管理，
分为桂花甲组和桂花乙组。
在两组村民的田里，一直有两
处汩汩冒水的泉眼，因为水质
清冽，被大家称为“龙井”，在
村民家里通自来水前，这里一
直是村民们的取水点。10年
前，家家都用上自来水后，泉
眼渐渐被泥土覆盖。

2018年，因为想要修建养
猪场，李江租了一台挖掘机清
理淤泥，泉眼里的水又重新冒
出。去年，村里停水一个多
月，村民们得益于这处泉眼，
保证了生活用水。但因取水

过程困难，同时为确保水质安
全，李江决定组织村民修缮

“龙井”。
在桂花乙组已经基本修

缮完工的“龙井”旁，村民们立
了一块“龙井修建功德坊”，上
面记录了每个人出资出力的
情况。

桂花乙组的举动感染了
桂花甲组，该组的村民也在村
民组长陈廷义的带领下，出资
出力修缮“龙井”。从去年 10
月 21日开始，通过清理淤泥、
修建护栏等工序，历时 50多
天，两处“龙井”基本完工。目
前，桂花组的村民已经不为生
活用水发愁。

蜂岩镇朱场村

村民出资出力引得活水来

本报讯 （记 者 陆 邱 珊
金枭枭）近日，记者从市林业局获
悉，我市新增省级林业保障性苗
圃6家，加上此前授牌 3家，我市
共建成省级林业保障性苗圃 9
家,年可培育各类苗木 1000万株
以上。

我市省级林业保障性苗圃分
别是：遵义林业生态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遵义市娄山关国有林场、
习水县飞鸽国有林场、赤水市同
兴国有林场、凤冈县林业苗圃场、
遵义桔源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桐
梓县狮溪华贵苗圃场、绥阳金蕾
农业种植有限责任公司、贵州水
湄园艺有限公司。

近年来，市林业局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一体化推进“高质量培育森林
资源、高水平管护森林资源、高效
率利用森林资源、高标准构建治
理体系”建设。2022年推动实现
国储林项目落地实施 35.3万亩，
营造林 36.1万亩，退耕还林补植
补造51.76万亩。

据介绍，林以种为本，林木种
苗是林业事业发展的基础和前
提，林木种苗在保障造林绿化中
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林业产业发
展过程中，林木种苗培育工作直
接关系到林业产业的发展质量。
为此，市林业局积极开展省级林
业保障性苗圃建设工作。市林业
系统技术人员深入苗圃基地进行
技术指导，实时跟踪、现场把关。
目前我市 9家保障性苗圃，能够
保障生态建设、林业产业发展公
益性造林苗木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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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秦龙）为推动
仁怀旅游高质量发展，做优做精“酒旅
特色”文章，2月 19日，仁怀市文化旅
游局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以“畅游赤
水河·乐享茅台镇”为主题的旅游推介
活动。

活动中，仁怀市文化旅游局有关负
责人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四条精品旅游
线路：一是以茅台酒镇为中心的“畅享
醉美酱酒之旅，感悟华夏酿造历史”旅
游线路；二是以酒庄为亮点的“品味特
色酒庄之旅，见证非凡匠心技艺”旅游

线路；三是以红色文化为重点的“拾忆
红色经典之旅，追寻革命先辈足迹”旅
游线路；四是以生态景观为看点的“探
寻最美生态之旅，体验壮美流域文化”
旅游线路。

推介会还介绍了仁怀酱酒文化、

红色文化、盐运文化等特色文化，展示
了仁怀旅游的独特魅力。同时推介了
相关旅游优惠政策、特色文旅活动等，
真诚邀请广大游客到仁怀品美酒，赏
美景。

畅游赤水河·乐享茅台镇

仁怀在三亚举行旅游推介活动

近年来，桐梓县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以党员活动室、村级公共文化广
场、广播喇叭、村级图书室等为阵地，积极
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乡村文明不断焕
发新气象。图为桐梓县娄山红尧龙山社区
志愿服务小分队开展树新风宣传活动。

（记者 陆邱珊 金枭枭 摄影报道）

桐梓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抗旱保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