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 全 力 开

展”舒适化“治

疗，结合暑假是

幼儿患者进行

包皮手术的高

峰期，市第一人

民医院招募志

愿者作“欢乐医

生”，陪伴即将

接受手术的小

患者通过游戏

缓解焦虑和紧

张情绪。

志愿者们接受当天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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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公安机关打造“最强服务”“最强民力”

让服务前移 让群众更安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树林）7 月 9

日，市公安局举行“最强服务”和“最强民

力”新闻通气会，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全

市公安机关“最强服务”和“最强民力”工

作开展情况和取得了成效。

推进“放管服”
最多跑一次打造最强服务

2019 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深入贯彻

落实中省市和公安部、省公安厅的决策部

署，紧紧抓住“最多跑一次”改革这个牛鼻

子，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取得了阶段

性的新突破新成效。

在户籍业务方面，全市公安机关在保

留现金支付的基础上，群众可通过扫描二维

码进行支付，增添了身份证快到期短信提

醒，同时，在身份证受理当日 24 小时前，群

众可通过扫描领取凭证上二维码选择“邮政

直通车”服务；在出入境管理业务方面，继续

做好“只跑一次”工作制度，最大限度地实现

了“群众少跑路、只跑一次路，甚至不跑路”

的工作目标，并积极落实 4 月 1 日起出入境

证件“全国通办”，7 月 1 日起按照相关规定

下调因私护照收费标准和港澳通行证收费

标准。在车驾业务方面，实现了简单业务一

证即办、普通业务一窗通办、实现了申请材

料“四个减免”。积极探索驾照考试当场制

证发证，节省群众往返车管所时间和成本。

并从 6 月 1 日起实现了“5 类业 务 异 地 通

办”、“5 项服务便捷快办”措施。

运用“枫桥经验”
依靠群众打造最强民力

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运用“枫桥经

验”，借力于民、借智于民，借势于民，依靠

人民群众强大力量、智慧和优势，推动社

会治理社会化，推动各项公安工作不断取

得新发展。全市公安机关全面启动了保安

队伍延伸巡逻工作，构建警保联勤联动防

控新格局，进一步强化报案队伍服务公安

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能力，并取得初步成效，全市 28 家保安企

业根据各自业务优势，划定巡逻取悦，共

组织 5000 余名保安力量开展延伸巡逻，同

时指导物业行业 50 加公司的 1000 余名秩

序维护员共同参与延伸巡逻工作。

同时，我市加大武警、特警、交警、派出

所等公安专业力量建设，切实做到见警

察、见警车、见警灯，提高街面巡逻率、管

事率，实现了治安环境和交通环境同步改

善，有效破解了巡逻警力不足的难题。下

一步，全市公安机关将加大专门机关与群

防群治联合力度，强力做好扫黑除恶、社

会治理维护治安稳定等工作。

市司法局举行主题演讲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树林）7 月 9 日，市司法局

举办以“歌颂党的辉煌成就、抒发爱国理念、青春建功

新时代”为主线，“壮丽七十年 青春永奋进”为主题

的演讲比赛。比赛中，选手们紧扣演讲主题，或分享

自己的人生感悟，或讲述平常的工作心得，或阐述身

边的感人故事，无不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质朴的语言

和真实的情感诠释对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赞美之情

和助力中国梦的奋斗宣言。

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希望市司法局年青干警要有

梦想、勤作为、讲奉献，发扬西畴精神，埋头苦干，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勇挑重担、勇于攀

登，再创佳绩，再创辉煌。

大英法院开通微信缴纳诉讼费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本报讯（刘璐 全媒体记者 杨树林）近日，大英

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面升级，改进诉讼费缴纳

方式，正式开通了微信缴纳案件诉讼费服务，即时缴

费即时到账即时出票，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

使用微信付款二维码后，工作人员据此开具诉讼

收费专用发票，整个过程不到 1 分钟。今年以来，大

英县法院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以“智慧法院”建

设为契机，不断提升诉讼服务质量，延伸服务领域，实

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对接，形成了线下 pos 机支付、

银行转账，线上移动支付的立体化支付体系，当事人

可以随时随地轻松缴费。力争通过“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真正实现便捷、高效服务。

我市启动“云
剑·遂宁 1”集中清
查抓捕逃犯行动

你 好 ，请 出 示 你 的 证 件

……”7 月 8 日晚上 9 点，我市启

动“云剑·遂宁 1”集中清查抓捕

逃犯行动，按照省公安厅统一部

署，全市公安机关展开对逃犯进

行集中清查抓捕。据悉，行动期

间我市将多批次集中行动，为建

国 70 周年大庆，创造更加和谐、

安宁的社会治安环境。图为市

公安局民警检查车辆现场

全媒体记者 杨树林 摄

公 告

经我司法务部人员走访调查，发现近期有人

冒用我司名义在四川省遂宁市开展经营活动，为

此公告如下：我司目前在遂宁市市区没有任何物

业服务项目，没有授权任何个人或单位以我公司

名义开展活动，该行为已侵犯我司合法权益，责令

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我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

权利。同时，提醒大家如发现上述情况，请及时与

我公司联系，联系电话：028-61056268，谨防上当

受骗。

特此公告。

四川鸿宇英联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 10日

广告

手术室外的欢乐
游戏缓解患者紧张

“苹果蹲，苹果蹲，苹果蹲完西

瓜蹲。”“西瓜蹲，西瓜蹲，西瓜蹲完

桃子蹲……”7 月 5 日上午，遂宁一

院南津路院区内，13 名小朋友戴上

彩色面具，手舞足蹈地玩起游戏。

仔细一看，这 13 个小朋友中还

有 5 名或穿着爸爸的大 T 恤或穿着

妈妈的长裙子，原来这 5 名小朋友

都是即将进行手术的小朋友，做完

游戏后，听从同龄小朋友的劝解，高

高兴兴地走进手术室接受手术。

8 时 30 分许，遂宁一院南津路

院区皮肤医疗美容科主任赖劲东捧

着两大罐棒棒糖喊道：“如果谁能高

高兴兴地，带着笑脸走进手术室，成

功做完手术后勇敢地走出来，就将

奖励给他两根棒棒糖。”说罢，现场

的 5 名即将进行手术的小患者，安

安静静地坐着，等待护士姐姐检查，

并为其穿上干净的手术服装，做好

手术前的准备。

“暑假是幼儿患者进行包皮手

术的高峰期，仅去年就完成此类手

术 800 多例，但以前孩子们害怕打

针，更怕做手术，这给医护人员治

疗带来较大麻烦。”遂宁一院皮肤

医疗美容科赖劲东介绍，为缓解孩

子们手术前的紧张和不安情绪，医

院向社会招募了很多志愿者，包括

以前做过该手术的小朋友、健康的

小朋友，还有父母陪着一起来做志

愿 者 的 ，到 医 院 充 当“ 欢 乐 医 生 ”

志愿者，让孩子们相互鼓励、为彼

此打气方式，不要产生手术前的惧

怕心理。“通过‘舒适化’治疗方式，

现在一场小手术时间从 20 分钟缩

短至 5 分钟。”

“舒适化”治疗
全面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据了解，今年以来，“欢乐医生”

已作为医院常态化项目开展，每周

根据手术量安排欢乐医生人数。利

用先进的全身麻醉注射术，结合儿

童心理特征，采用多种科学途径，消

除低年龄段患者的术前恐慌心理。

例如，尝试让孩子们边玩耍边手术，

减轻患者手术的痛苦，全面提升患

者的就医体验。

遂宁一院麻醉科主任金涛介

绍，每年暑假都是小朋友们做包皮

手术的高峰期，为拉近手术室外的

医患距离，给即将手术的小朋友“减

压”。手术前，医院护士准备了大量

的彩色面具、气球、小奖状、泡泡糖

等玩具或糖果，同时还给小朋友们

讲故事，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环

境中接受治疗。下一步，医院拟将

“舒适化”治疗推广至更多科室，切

实提升患者的就医幸福感。

（全媒体记者 黄尧）志愿者陪伴患者一同游戏

小朋友变身”欢乐医生“志愿者
市第一人民医院这样开展”舒适化“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