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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8年7月，
遂宁市第三人民医
院与船山区唐家乡
卫生院、船山区桂花
镇中心卫生院、船山
区龙凤镇中心卫生
院、船山区仁里镇中
心卫生院共建医联
体；2019 年 6 月 19
日，遂宁市第三人民
医院正式吸纳船山
区第一人民医院为
医共体成员单位。
至此，遂宁市第三人
民医院在不到一年
的时间内实现了“健
康船山”战略的第一
个阶段性目标——
遂宁市第三人民医
院授予12家基层医
疗单位医共体牌子。

6 月 19 日上午，遂宁市第三

人民医院、船山区第一人民医

院共建医疗共同体授牌仪式在

船山区第一人民医院举行。

授牌仪式前，市第三人民

医 院 组 织 内 科 、骨 伤 科 、妇 产

科、外科等科室的 10 余名医疗

技术骨干组成专家团队，为群

众提供看诊服务。为确保基层

医疗水平和质量，还开展了村

医业务知识培训。

至此，市第三人民医院实

现了一个阶段的小目标：共与

12 家 基 层 医 疗 单 位 建 立 医 共

体。船山区卫健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肖琼华表示，医共体建

立是船山区医改工作的重要举

措，将提升基层群众的健康“获

得感”和生活“幸福感”。船山

区 第 一 人 民 医 院 院 长 严 军 表

态，将虚心接受帮扶，更好服务

辖区百姓。

今后，市第三人民医院将

提供技术帮扶、教学查房、人才

培养、专家门诊、双向转诊、实

习教学合作等。实现医共体医

院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以

促进船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医疗

技术的整体提高，更好地服务

永兴镇辖区百姓。

一年之内达成12家医共体
——遂宁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共体发展之路侧记

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

长鲍继海表示，将落实医改政策，做好医共

体相关工作。加入“医共体”标志着两家医

院从对口帮扶、技术协作，又进入到了一个

崭新的发展阶段。

2018 年 7 月 2 日，船山区唐家乡卫生

院、船山区桂花镇中心卫生院、船山区龙凤

镇中心卫生院、船山区仁里镇中心卫生院

与市第三人民医院共建医共体；同年 9 月

26 日，国开区新桥镇中心卫生院、船山区西

宁乡卫生院加盟医共体；2019 年 3 月 20 日，

船山区复桥镇卫生院、经开区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船山区保升乡卫生院加盟医共体；

5 月 24 日，船山区河沙镇卫生院加盟医共

体；6 月 6 日，船山区老池乡卫生院加盟医

共体；6 月 19 日，船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加盟

医共体。至此，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共同

体成员单位共 12 家，初步形成了以市第三

人民医院为中心，覆盖船山区基层乡镇卫

生院的医共体“医疗网”，为进一步提高群

众就医获得感奠定了基础。

6 月 19 日的活动，标志着市第三人民医

院大家庭加入了新的成员，注入了新的活

力，是医院发展建设的又一个里程碑。医

共体合作共建，必将促进医疗资源合理流

动和有效配置，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取得更

大进展、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大

幅提升。相信，通过各级合作单位的努力，

必将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医疗改革成果，

医共体之路必将越走越宽。 （黄尧）

响应“健康船山”战略
携手基层医疗单位共建医共体

提升基层医院实力
提高百姓就医幸福感

义诊现场

村医培训授牌仪式

经开区执法局

开展文明养犬宣传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吕苗）近日，

经开区城管执法局开展了“文明养犬

进社区”宣传活动，营造洁净、优美、文

明的生活环境。

活动中，经开区城管执法局在辖区

内共设置 15 处文明养犬进社区宣传

点，方便居民了解文明养犬的各项内

容。同时，各辖区中队执法人员还深

入辖区各宠物店，向店家、养犬市民详

细介绍文明养犬小常识、养犬办证流

程、市城区狂犬疫苗免疫服务和宠物

检疫申报等相关规定。除了现场设点

宣传外，各辖区执法中队充分发挥街

面执法的特点，采用执法车音频宣传、

悬挂宣传标语等方式进行文明养犬动

员宣传，并深入社区逐户发放宣传资

料，普及文明养犬知识。截至目前，共

向市民发放了“文明养犬，点滴做起”

彩页宣传单 10000 余份。下一步，经开

区城管执法局将联合公安、建设、市政

等部门，共同规范全区文明养犬行为，

治理违规饲养禽畜、宠物、大型或烈性

犬只等行为扰民的问题。

安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吕苗）近期，

安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狠抓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持续开展了专项治理行动，

取得良好成效。

据安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整治期间，安居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配强垃圾处置收运机制，完善

基础设施，新建 24 座垃圾压缩中转站，

配套采购垃圾勾臂车 24 辆、垃圾转运

车 5 台、垃圾压缩箱体 32 个、修建农村

垃圾池 5116 个、智能垃圾箱 320 个，覆

盖全区 471 个行政村；并实行了“户集、

村收、镇运、区处理”收运处理模式，层

层落实，形成辐射联动、齐抓共管工作

格局。同时，推进了环卫保洁队伍建

设，按照国省县乡公路沿线标准配齐

保洁人员及垃圾转运人员，并强化督

查考核，将农村垃圾治理纳入城乡环

境综合治理目标考核，促进整个辖区

农村卫生环境向好。

市城管执法局

党建引领 点燃城市管理“红色引擎”
现如今，无论走在遂宁主城区哪

条道路，眼前的秩序总会让人赏心悦
目，非机动车整齐摆放、坐商规范经
营、街面清爽整洁、环境清新舒适
……在市城区的街头巷尾，随时都能
见到城管执法系统党员干部的身影，
商家和市民也主动参与其中，从以前
的“强行入轨”到如今的“主动自觉”，
“遂宁秩序”已悄然形成。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以提
升组织力为重点，把基层党组织建成
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引导
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今年以
来，市城管执法局始终坚持以党建引
领业务工作，不断创优学习形式、创新
活动载体，深入持续推进党建工作开
展，点燃城市管理“红色引擎”，助力城
市管理执法水平实现整体提升。

“党建+互联网”的城市管理模式让遂宁的城市管理工作更加得心应手

党建+创新
商家自治构筑良好秩序

金色海岸花园休闲广场是市城区有名的夜

啤酒广场之一，由于该区域商家较为集中，过

去占道经营、违章搭建、游商摊贩、非机动车乱

停乱放等管理问题一直是城市管理工作的难

点。为此，市城管执法局船山区分局探索新的

管理模式，将金色海岸花园休闲广场打造成了

我市首个“城市党建引领城市管理”的花园休

闲广场，形成了商家自治的格局，也成为了介

福路执法大队管理夜啤酒一个重要的疏堵结合

点。如今，金色海岸花园休闲广场“焕然一

新”，秩序井然，成为了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今年，市城管执法局继续发扬党建服务作

用，通过组织各县（区）、市直园区城管（综合）

执法（分）局召开现场会的形式，将党建引领、

商家自治的模式进行推广和升华，如今市城区

中心商业区小吃街及玻璃塔广场等区域都形

成了此类管理模式，实现了城市管理的多赢局

面。

党建+互联网
执法服务更加精准

坚持问题导向，构建“党建+互联网”城市管

理模式，遂宁数字化城管持续发力，成为了党建

引领城管精细化管理工作的一条重要路径。

6 月 21 日 7 时 31 分，市数字化城管指挥中

心接到信息采集员上报：市城区凯东路与天宫

路交界路口附近有游商占道经营。数字化城管

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立即进行登记核实，并及时

将情况通过数字化网络传至负责该区域的船山

区城管执法分局凯旋路执法大队。很快，凯旋

路城管执法大队便组织执法人员展开治理。9
时 11 分许，信息采集员再次到现场核实，发现

占道行为已得到管控。今年以来，数字化城管

平台共立案派遣问题线索 6.15 万件，处置结案

6.12 万件，处置结案率达 99.5%。

市城管执法局还开通了“遂宁城管”微信

公众号、遂宁城管执法局官网、微博等网络载

体，开设了党员在线学习、交流、服务等板块，

全局党员均关注入群，提高了党员党性意识和

集体意识，丰富了党员学习和服务方式。

党建+服务
提高百姓幸福感

今年以来，市城管执法局以百姓满意度为

基准，秉承“执法就是服务”的理念，深入推进

城市管理执法服务“五进”活动和城市环境秩

序管理“七大”整治提升行动，融洽管理关系，

优化执法环境，助力市民生活质量有效提升。

“执法既要有力度，也要有温度，刚柔并用，

才能达到城市管理的最佳效果。”市城管执法

局党组书记、局长赵全江认为，党的宗旨是为

人民服务，作为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就是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理念，既要通过管理服

务让人民满意，更要通过执法杜绝一系列违法

违规行为，切实做到“城管为公、执法为民”。

今年以来，市城管执法局以党建引领执法服务

的理念，积极联动相关部门，大力开展游商占

道经营及坐商经营秩序整治、大型户外广告设

施整治、居民违规饲养畜禽宠物及大型烈性犬

只整治、公益性占道设施整治、公共宣传栏整

治、非机动车（共享单车）停放秩序整治、便民

服务点规范化整治这“七大”提升行动，竭力

遏制各类城市管理违规违法行为的滋生。

同时，以疏堵结合的方式，将被动管理变

为主动服务，变末端执法为源头治理，让执法

服务进社区、进门店、进校园、进企业、进工

地，通过普法宣传和执法互动等形式，形成全

民参与、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使百姓生活更

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党建+融合
让城市管理水平更上一层“楼”

“通过历届干部职工的不懈努力，我市的

城管执法工作取得较好成绩。如今，我们更应

持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将好的经验、做法相融合，让城市管理

执法水平再上新台阶。”赵全江称，近期，市城

管执法局将工作目标、理念、方法及要求进行

了梳理，确定了“33456”工作部署思路。即：树

立城市管理精细化、城管执法规范化、队伍建

设高素质专业化“三大”目标；围绕党委政府

中心工作部署、主管部门重点工作安排、社会

各界关注的城管执法工作领域热点焦点问题

“三大”重心；突出市容秩序管控、环境污染防

治、违法建设治理、建筑市场秩序治理“四项”

重点；夯实抓统筹、抓宣传、抓督导、抓评比、

抓执法“五个”抓手；实现理念、思路、方法、作

风、队伍、效能“六大”提升。并在全系统深入

开展“强基铸魂三年行动计划”，扎实开展队

伍建设、形象建设、效能建设，力争通过几年

不懈努力，打造全市城管执法队伍良好形象，

引导全体执法人员树立城管职业自信，全力促

进我市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均显著提升。

“确定了目标，党员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

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至关重要。”赵

全江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全市城管执法人员

将树牢直面问题迎难而上的勇气，增强较真碰

硬敢抓敢管的魄力，提升规范高效善抓善成的

本领，强化一抓到底勇争一流的作风。同时，也

将持续坚持问题导向，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

坚持问题在一线发现、困难在一线破解、措施在

一线落实，通过党建引领，努力推进城管执法工

作再上新台阶。 （全媒体记者 吕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