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范晶） 日

前，灵应寺社区居民代表为河东新区

城管分局送来了一面写有“保护环境

共创和谐稳定，体贴民情维护公众利

益”的锦旗，感谢城管执法人员为维

护城市形象、提升人民居住环境所付

出的努力。

据了解，8 月以来，河东新区城管

分局以解决“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

为工作出发点，以提升群众幸福感为落

脚点，坚持以人为本治理原则，针对灵

应寺小区、杰灵小区、栖霞路、香林路

等路段商家长期夜间占道经营、油烟噪

音扰民等影响市容环境秩序的现象积

极开展管控行动，有效净化了城市环

境，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和赞扬。

在具体整治中，河东新区城管分

局采取入户宣讲政策，通过发放通

知、上门沟通等多种形式，主要对广

大群众和商户宣讲占道经营、油烟噪

音扰民等问题的危害，坚持以教育说

服为主，进行“零距离”宣传，提升经

营者法制意识，积极督促业主自行整

改，最大限度地争取他们的理解与支

持。同时，河东新区城管分局还采取

科学安排执法力量、延长执勤时间、

落实专人把守等措施，实现夜市监管

的全天侯、长效化，确保“整治不反

弹、取缔不复燃”。

截至目前，河东新区城管分局整

治占道经营 1100 余起。下一步，河东

新区执法分局还将开展“义务城管员

活动”，邀请小区代表、社区代表、商

户代表等参加，让群众参与城市管理

工作，实现群防群治，对违法事情做

到及时发现、及时沟通、及时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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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5 日，对于市第一人民医院来说是

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这天，该院消化内

科创建省级重点专科项目正式立项。

该院消化内科在院党委领导下，通过 5
年的努力，将该科室逐步发展。据了解，该

院消化内科始建于 2000 年，在老一代内科专

家江光元、焦运良、何元军、蔡莉的艰苦创业

奋斗下，消化内科不断发展进步。2017 年，

消化内科成功创建市重点专科，是医院支持

发展的重点特色专科之一，编制床位 45 张，

实际开放 60 张。目前，该科室现有消化肝病

专科门诊、消化内镜室、消化科住院部三个

病区，河东院区规划近 2000 平米的消化病

区 /内镜中心将于 2019 年年底投入使用。

目前消化内镜室拥有 PENTAX 的内镜系

统，包括 I-5000 主机、高清胃镜、高清放大肠

镜、高清十二指肠镜、爱尔博（ERBE）200D 消

化内镜治疗工作站。年完成各种内镜微创

手术 1500 余台次，完成胃肠镜检查约 5500 余

次。成功开展遂宁市首例肠道支架安置术，

粪菌移植术,内镜下逆行阑尾炎治疗术。

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获批立项创建省重点专科

9 月 5日，四川省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
于公布 2018 年四川省医学重
点学科（实验室）及重点专科立
项建设项目的通知》，确定遂宁
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创建
省甲级重点专科正式立项，并
将拨付 5 万元资金。近日，记
者来到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专访了消化内科主任覃刚，了
解该科室用 5年时间成功立项
背后的故事。

服务
温情服务获认可

据了解，该院消化内科年门诊病员

11000 余人次，就诊患者的逐年增长，离不

开医院温情服务。对消化科的病人来说，

肠镜检查是最为常见的一项辅助检查，为

了更好地服务患者，消化内科的医护人员

为就诊患者巧手改造了肠镜病员服，将肛

门区域剪去一个洞，刚好暴露肛门的位

置，再用一块“遮羞布”覆盖。这样既能避

免患者接受检查时的尴尬，又能方便医生

的检查。

医患沟通是让治疗优化的最佳途径，

然而对于一些无法用语言沟通的患者和

家属来说，生病是他们最害怕的事情。科

室内为这些患者也制作了贴心小卡片，卡

片上以漫画+文字的形式展示了患者的一

些基础要求，如大、小便，吃饭，喝水，冷

暖，身体具体部位的疼痛等。让患者躺在

病床上通过指示图片就能和医护人员起

到良好的沟通效果。

考虑到患者的实际需求，医院在便民

盒的基础上，还为患者及家属准备了雨

伞、电吹风、衣架等日常生活用品，并通过

微信方式告知病员的肠镜预约时间安排、

检查注意事项等。

“成功立项是对我们以往工作的肯

定，我们将再接再厉，力争在 5 年时间内

在人才队伍建设、医疗设施设备、温情服

务等方面取得更好成绩，在 5 年后的评估

中交出一份优秀答卷。为患者提供更加

舒适的就医环境，提供更精湛的医疗服

务。”覃刚表示。

（全媒体记者 黄尧）

5 年来，该院消化内科高度重视人才队伍

建设，现有医生 9 名，其中主任医师 1 名、副主

任医师 3名、主治医师 4名、住院医师 1名。

消化内科现有医生中，有研究生 4 名、

在读研究生 2 名；公派 3 人出国，分别前往德

国玛格德堡大学医院（OVGU）、意大利佛罗

伦萨医院(CAREGE)、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肿

瘤研究中心 (IRRCS)交流学习，并公派 2 人赴

台学习。

消化内科现有省级消化类专委会委员

2 名、市级消化类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4 名、

市级消化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 1 名、市级

消化类专委会委员 2 名。消化内科在国家

及省级刊物共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参与

完成英文著作编译 3 部，参加全国消化大

会论文交流 2 篇，完成市级科研项目 2 项、

省级科研项目在研一项，荣获市级科技进

步奖 1 项。

实力 人才建设助发展

喜讯 5年努力回佳音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范晶）9 月

25 日，河东新区召开党工委第 31 次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近期重要省市

文件和有关会议精神，安排部署下一

步工作。河东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刘娜主持会议。河东新区党

工委在家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会上传达贯彻了市委七届 70 次

常委会、72 次常委会议精神 (传达贯

彻省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党政同责

工作目生标绩效考核约谈会精神 )以
及全省宗教工作专题会议精神和市

委常委会第 75 次会议精神 (关于宗教

工作 )；传达贯彻了《宗教事务条例》

(最新修订版 )和市委书记邵革军在市

委中心组学习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传

达贯彻了《关于认真落实中央巡视组

反馈意见严格精简文件会议的通知》

等文件精神。

会议要求，相关部门要及时制

定、出台河东新区的宗教工作方案，

把河东职能职责整理出来，分析好当

前河东新区在宗教工作中所面临的

问题，将问题落实到人头，按照时间

节点和工作要求稳步推进；要按照市

上要求启动相关整治配合工作，要把

规范管理融入日常工作。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相关文件

精神，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保证公

信力；要科学研判发展过程中发展稳

定与民生的问题，提前思考到位，统

筹管理，确保项目落地、百姓得到民

生保障，对未完成任务的要追责问

责；要进一步统筹资金，跟进项目建

设的步伐，从规划、财政等层面统筹

思考，解决好相关问题；要严格口径，

防止破窗效应，严格纪律，加强法制

宣传；要严管干部，抓好基层组织建

设，对违规违纪问题严肃问责。

就下一步工作，刘娜要求，要抓

好项目攻坚工作，加快项目推进建

设，特别是海绵迎总检项目，要加快

推进，确保项目取得良好效果；要抓

好经济指标问题，按市上指标严格研

判；要加快旅发会工程项目推进，处

理好会议涉及的宣传片、光彩等相关

问题，确保旅发会顺利召开；要加快

推进环保整改项目，全力做好中央环

保督察迎检工作；要抓好文明城市创

建和城市管理工作，以文明城市创建

复检为契机，加快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进行面上普查，找出问题，补齐短

板；要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节日面前

要更加重视，切实绷紧安全弦，开展

安全生产大检查和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监管，

各级领导干部要层层传达落实。

会前，与会人员还共同学习了

《加强领导干部政治监督实施办法

（试行）》。

河东新区成立党员志愿服务总队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范晶） 日

前，河东新区举行党员志愿服务总队

成立仪式。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刘小

龙出席仪式。

会上，新区成立了党员志愿服务

总队，并为其授旗。会议还就进一步

加强新区党员志愿服务工作作了安

排部署。

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要结合本

地本单位实际，进一步完善党员志愿

服务组织管理体系，形成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网络状”组织管理体系。要

加强党员志愿服务队伍建设，不断壮

大各级党员志愿者服务大队、中队。

要完善党员志愿服务信息管理，进一

步深化党员志愿服务台账管理，健全

志愿服务信息反馈机制。要丰富党员

志愿服务活动内容，重点围绕城市洁

美、安全文明和谐城市创建等七个类

别，开展群众欢迎、形式多样的党员

志愿服务活动，推动建常态长效的党

员志愿服务机制、干群联系机制。

慈音街道办开展公民道德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范晶）日

前，慈音街道办开展了一系列公民道

德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群众积极

参与公民道德建设，着力提升居民道

德素质。

活动期间，慈音街道各社区请来

讲师为社区近 70 名住户讲课，河东

实验幼儿园园长尹艳以“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为题，以穿衣服、扣扣子

的形象比喻，引导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践行美德、与善结缘；同时组织 100
余名党员、志愿者开展了“文明出行

交通劝导”“文明餐桌”“垃圾不落

地，遂宁更美丽”“关爱空巢老人”等

志愿服务活动 10 余场，引导广大市

民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从

举手之劳做起，自觉践行德行善举，

使社会充满道德的温度。

此外，慈音街道办还通过摆设温馨

提示牌、挂横幅、设展板等形式，重点宣

传了公民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等内容，发放、张贴宣传资料 3000 余

份，接受群众咨询 40 余人次，在辖区营

造出文明你我、向善向上的氛围。

河投公司召开 1-3季度安全生产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范晶）日

前，河投公司召开 2018 年 1-3 季度安

全生产会，对 1-3 季度安全生产情况

进行了通报、指出了目前工作中存在

的不足，安排部署下步工作。

会议要求，相关人员要认清形

势，牢固树立抓安全生产就是抓经济

效益的理念，切实增强安全生产红线

意识和底线思维，守住安全“底线”；

要突出重点，把握安全“主线”，确保

安全理念要树立到位，风险环节要管

控到位，安全投入要保障到位；要压

实责任，筑牢安全“防线”，把安全生

产责任细化到每一个人、每一个环

节、每一个岗位，切实做到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要加强教

育，增强广大员工的安全生产能力和

意识，不越安全“红线”。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近期省市安

全生产文件精神，宣读了公司关于调

整安全生产工作委员会的通知，通报

迎宾大道跨线桥环保问题和任家渡

B 地块一标段构造柱事宜处理情况，

并请施工单位代表发言。

河东新区召开党工委第 31次（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省市相关会议精神
科学研判问题夯实民生保障

河东新区城管分局大力推进“群众最不满意的10件事”整治

净化城市环境获得市民点赞

专项整治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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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最不满意的

件事
灵应寺社区居民代表为河东新区城管分局送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