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区水泥路干净宽敞，道路两

旁绿化带郁郁葱葱……11 月 16 日上

午，记者在物流港青岗山棚户区二

期改造项目建设现场看到，三幢安

置房已装饰一新，旁边的 5 幢安置房

的主体工程已完成，工人们正忙着

封顶。“青岗山二期棚户区改造工程

总投资 1.37 亿，将在明年进行移交，

届时将有近 900 户居民入住。"现场

施工负责人对记者介绍。

目前，物流港正加快推进青岗

山、桃花山、福光庙等棚户区改造工

程。园区通过强化居住硬件，保障

失地农民经济收入，营造治理软环

境等措施，在转变失地农民生活方

式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

区域的城乡环境面貌。

物流港建设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在进行棚户区改造时，物流港

充分结合失地农民的生活习性，比

如喜欢群聚休闲，就专门修建健身

休闲广场；部分农民有货车、拖拉

机、农用车等，还专门规划好停车

位。棚户区改造点区位优越、交通

便利，户户朝阳通风，做到明厅、明

厨、明卫、明室，小区设计标准非常

高，绿化、道路以及商业配套设施一

应俱全，室内水、电、气全部配备齐

全。

记者了解到，物流港已先后启

动了凉水井、福光庙、桃花山、天星

坝、青岗山、北部产业区等棚户改造

工程，园区在棚户区改造上的投资

超过 25 亿元。目前，福光庙、天星

坝、青岗山二期、凉水井二期、桃花

山棚改工程一期、二期均已完成项

目主体建设。金梅片区新农村建设

二期、三期完成项目主体建设，计划

明年 4 月完成项目移交。

(全媒体记者 梁界波 )

遂宁新闻网：http://www.snxw.com08 综合 责编：谭周胜 郑晓燕 组版：蒋贤文 2017年11月17日 星期五

物流港

掀起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热潮

11 月 15 日，船山区举行三季度项

目竞进拉练暨调度会。在物流港拓

展新区，展现在记者眼前的是热火朝

天的项目建设景象，东盟国际产业

园、物流港会展中心项目、光电产业

园标准厂房一期、中环线等产业、基

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均加快推进。

攻坚项目的加速推进，为物流港加快

产业积聚，为园区加快建设千亿产业

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场
重点项目加速推进

沿着物流港中环线向东，进入物

流拓展新区，沿线正掀起一片项目建

设的热潮，各处建设工地上一片忙

碌的景象。东盟国际产业园项目正有

序推进，该项目总投资 120 亿元，规划

占地面积 3070 亩，致力于打造成集清

真食品生产、加工、仓储、销售于一体

的集散地，全面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

产值 210亿元、年税收 3亿元人民币以

上。今年东盟国际产业园计划投资 10
亿元，1—10月完成投资 7.9亿元，清真

认证大楼计划 11 月完成基础建设，进

入主体建设；纵路 I计划 12月进行油面

铺筑，纵路 II计划 12月完成路基填筑。

物流港会展中心项目正在进行

场地平整及地勘、施工图设计，该项

目总投资 3 亿元，占地面积 198 亩，全

面建成后将成为集会议、会展、展览

展示为一体的综合示范中心。会展

中心项目今年计划投资 3500 万元，完

成项目用地平整及基础施工，进入主

体建设。 2017 年 1—10 月已完成投

资 3500 万元，临时展馆规划设计已通

过专委会审查，待上规委会。

光 电 产 业 园 标 准 厂 房 一 期 ，桩

机、钢筋进场，工人们正在加紧施工，

机械正有序地运作。总投资约 10 亿

元人民币的光电产业园孵化器，项目

总占地面积约 54 亩。该项目今年计

划投资 3 亿元，完成标准厂房主体建

设，1-10 月完成投资 4000 万元，完成

施工便道与项目地周边围墙砌筑。

在这次拉练活动中，物流港展示

出了发展的新高度、新视野、新变化、

新期待，物流港项目工作得到船山区

委领导的充分肯定。

进度
重大项目建设投资超预期

2017 年，物流港指挥部重大项目

共计 42 个，总投资 459.16 亿元，截止

10 月底，累计完成投资 138.6 亿元，今

年计划完成投资 55.13 亿元，1-10 月

计划完成投资 41.67 亿元，实际完成

投资 45.09 亿元，完成计划 108%。

1-10 月，物流港计划开工项目 11
个，实际开工项目 15 个。东盟产业园

纵路 I 道路工程、城市排水系统改造

工程一期、陡坡子水库溢洪道下游两

侧边坡整治工程等一批基础设施项

目全面启动的同时，广益再生资源、

智能机器人产业园、珩必鑫新电子材

料、天煜生物科技园、君祥药业、三千

万支摄像头、光学镜头等一批产业项

目也加快建设。长征宝马 4S 店、东本

4S 店、视派特、机器人、悦城一期、远

成中心、华翔城三期等 7 个项目实现

竣工营运。根据市、区重大决策部署

任务清单，除健坤国际儿童城、公交

枢纽站未启动相关工作，PPP 项目还

在进行前期工作未启动建设外，其他

项目均完成目标任务。

物流港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牛斌表示，物流港将进一步加强项目

攻坚，园区将采取挂图作战方式，督

促加快项目建设。同时，坚持问题导

向，及时研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

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另外，充分发

挥“区园联动”的资源优势，与船山区

实现频率共振，合力攻坚，快速推动

重大项目建设，确保全年目标圆满完

成。 （全媒体记者 梁界波）

物流港重大项目加速推进
今年前 10月，园区重大项目完成建设投资 45.09亿元

本报讯 ( 全 媒 体 记 者 梁界波)
11 月 8 日，物流港组织收看了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报告

会。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党史研究

室主任曲青山作宣讲报告。

十九大闭幕后，物流港党工委立

即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并学习党的十

九大精神。园区还制定好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方案，分层分类组织学

习，在园区掀起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热潮。园区突出实效抓培训，把党的

十九大精神作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

的核心内容，分期分批举办培训班、

研讨班、主体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核心

要义和精神实质。园区还结合工作

抓深入，确保十九大精神落地落实。

在园区发展上，加快创建省级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以及国家级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构建现代高新技术产业支

撑，奋力加快千亿物流园区建设。特

别是将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与加快

园区产业转型相结合，与稳定经济增

长、脱贫攻坚等重点工作相结合，与

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相结合，

把中央提出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具体

的工作任务，以工作实效检验学习传

达贯彻成效。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梁界波) 为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11月 6日，物流港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牛斌带领机关党员深

入西宁乡兰井村开展走访慰问工作，为

贫困户送上大米、食用油，把党和政府

的关怀送到贫困群众的心坎上。

贫困户邓素琼的子女在外打工，

老人平常一人在家。牛斌一行与邓素

琼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其近期生活生

产情况，家庭劳动力就业情况，听取其

发展意愿和近期帮扶需求。牛斌嘱咐

驻村干部要认真落实扶贫政策，及时

解决贫困户实际问题，要求驻村干部

尽快针对空巢老人等重点帮扶人员设

定相关机制，确保时刻掌握帮扶人员

动向。

去年，在牛斌及相关部门的帮助

下，贫困户吴秀珍的孙女顺利进入保

升中学就读,并取得优异成绩。当天，

牛斌还关切地询问了吴秀珍的身体状

况，集体经济分红情况，赞许她自力更

生的精神。

据悉，精准扶贫、结对帮扶活动开

展以来，物流港党工委、管委会主要领

导带头入户走访，详细记录贫困户生

产生活中面临的实际困难，倾情倾智

出主意、想办法，以最直接、最真诚、最

有效的方式温暖群众。物流港党工

委、管委会要求,园区上下要群策群力,
开展好精准扶贫工作,切实帮助贫困

户解决子女就学、劳动力就业、医疗困

难等难题.要帮助贫困村找准产业发

展路子,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努力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争取早脱

贫致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牛斌深入西宁乡兰井村开展走访慰问工作

群策群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

年度重点项目 个看个看逐逐

物流港青岗山棚户区改造工程即将完工

物流港高标准推进安居工程建设

小针治大病 银针巧回春
——记遂宁市中医院针灸康复科

扫一扫，加遂宁市中医

院官方微信公众号

科室简介

遂宁市中医院针灸康复科是国

家重点建设专科，四川省重点专科，

科室技术力量雄厚，专科特色突出，

治疗手段独到，治疗效果显著。设二

楼 门 诊 ，三 楼 住 院 部 ，床 位 200 张 。

拥有强大的专家团队，其中主任医师

3 名，副主任医师 2 名，主治医师 11

名，研究生 5 名。

科室一直注重与全国知名医院

的联系，与天津中医药大学针灸康复

科、华西医院康复科建立了技术协作

关系，经常开展技术交流，学科水平

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名医介绍

陶春潮：副院长、针灸康复科主

任，针灸副主任中医师。省康复专

委会委员、省小针刀专委会委员。

擅长治疗风湿病、面瘫、三叉神经

痛、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中风

后遗症。

李氏拔伸踩跷法治疗
免除手术

近年来，由于一些久坐的工作

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腰椎间盘

疾病患者逐年增加，腰酸、腰痛、腿

痛、下肢麻木……长期困扰着广大

患者，且呈年轻化趋势。传统的保

守治疗及西医手术治疗，能一定程

度缓解病情，但疗效较为缓慢，容易

复发。

为探索腰椎间盘突出症新的治

疗路径，追求更好的临床疗效，时任

市中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现任市卫

计委党组书记、主任李道丕带领陶

春潮、刘鹏等专家团队在多年临床

经验的基础上，潜心专研，在全国首

创了“李氏拔伸踩跷法”来治疗腰椎

间盘突出症。据悉，该项目已成功

申报为四川省科研项目，四川省中

医药管理局作为四川省医学继续教

育项目，向全省推广开展。

船山区居民罗先生今年 45 岁，

特别喜欢打麻将，周末几乎都在麻

将桌上度过。前不久，罗先生突然

觉得腰痛难忍，下肢串麻，疼痛剧烈

时连走路都非常困难。经医生检查，

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正考虑要

不要做手术，罗先生听人说可以到市

中医院针灸康复科试试中医治疗，于

是抱着一丝希望来到市中医院。

“能够不做手术就治好病，我肯

定选择不做手术。”罗先生说。在市

中医院，罗先生接受了李氏拔伸踩

跷法治疗。刚做了几天奇迹就出现

了：原来走路都困难的罗先生，现在

能够自己走上几步了，腰痛也减轻

了不少。市中医院副院长、针灸康

复科主任陶春潮表示，如果连续接

受一个月的治疗，就基本上可以康

复了。罗先生感叹道，“看来中医院

这种独特的李氏拔伸踩跷法治疗我

这个病很有效。给我节约了一笔手

术费用不说，还让我少挨一刀。”

针灸治疗还患者一个
好的睡眠

家 住 小 南 街 的 赵 阿 姨 今 年 54
岁，近 3 年来，她深深地被顽固性失

眠困扰。刚开始失眠时，她总觉得

是更年期不适导致，认为过了更年

期就好了。然而，随着病情的发展，

现在她每晚只有在服用催眠药的情

况下才能勉强入睡 2、3 小时。白日

里无精打采，全身乏力，茶饭不思，

有时心慌、肌肉颤抖，严重地影响了

日常生活。

“阴阳失调、营卫不和、风寒邪

湿，导致失眠。”陶春潮解释道，“这

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失眠，结合针灸、

艾灸，再辅以药物调理，治疗效果很

不错。”在医生的建议下，赵阿姨在

医院接受了 10 天的针灸综合治疗，

失眠的症状明显改善。

“日前，失眠已经是困扰现代人

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们更倾向于安

全的自然疗法，中医则成为首选。”

陶春潮说，以针灸方法安眠古代即

有记载，针灸治疗失眠的机理和作

用，在于能协调阴阳，扶正祛邪，疏

通 经 络 ，从 而 达 到 改 善 睡 眠 的 目

的。据悉，市中医院针灸康复科针

灸治疗失眠的方法很多，其中有头

针、提针、耳针、水针、腹针等。

小针刀治疗腱鞘炎送
去健康

在生活中，很多人受到关节疼

痛的困扰，30 岁的黄女士就是其中

一位。因为患有腱鞘炎，两年多来，

黄女士的生活变了样。她右手提不

起重物，就连拧杯盖的动作都需要

别人帮她完成。遇到天气变凉时，

黄女士的手腕常会隐隐作痛。

在一次无意间的交谈中，黄女

士听说市中医院针灸康复科可以治

疗她的腱鞘炎。她立即来到医院挂

号，经过详细检查，医生为她量身定

制了一套治疗方案。“小针刀、针灸

和按摩治疗，其中最重要的是小针

刀治疗，此方法创伤小、恢复快、效

果好。”市中医院针灸康复科副主任

刘鹏说。

对于黄女士来说，只要有治疗

的希望，她都愿意试试。医生也没

有让她失望，经过 15 天的治疗，黄

女士发现手腕力量增大了很多。刘

鹏说：“只要在坚持治疗 20 天，症状

基本上能消除。”

类似这样的病例还有很多，通

过市中医院针灸康复科医护人员的

努力，为一个个患者送去健康，成就

一个个家庭的幸福。金杯银杯，不

如老百姓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

姓的夸奖。这是市中医院针灸康复

科的不懈追求和全体医护人员对社

会做出的一份庄严承诺。

（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

刘鹏：针灸康复科副主任、针灸

主任中医师。省推拿专委会委员、

省疼痛专委会委员、省康复专委会

委员。擅长治疗脑血管病、痛症、

面瘫、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肩周

炎、中风偏瘫、头晕失眠。

踏 进 遂 宁 市 中 医 院 和
平路院区大厅就能闻到一
股淡淡的药草香气。原来，
该院区的二楼为针灸康复
科门诊，三楼为针灸康复科
住院部，每天接诊 150 余名
患者，艾灸散发出的艾草香
气自然就会扑面而来。

虽 然 现 在 已 是 初 冬 时
节，但针灸康复科的医生们
却身穿短袖白大褂，为患者
进行针灸、艾灸、拔罐、推拿
等治疗，不少医生额头还微
微冒汗，好一派热火朝天的
热闹景象。

市 中 医 院 针 灸 康 复 科
是融针灸、推拿、理疗康复
为一体的国家级重点建设
专科，四川省重点专科，全
省针灸康复专业的领军学
科。该科室在全市首创传
统与现代、中医与西医为一
体的“颈肩腰腿痛中心”“脑
病康复中心”，享誉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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