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报网址:http://www.lsrbs.net 本报法律顾问 四川齐天律师事务所 电话 0833-2435729责任编辑 代世和 编辑 马 锐 校对 刘宏伟

总编辑：王大强 值班编委：陈 军 乐山城区天气预报：白天到晚上多云间晴 风向：静风 气温：9℃-15℃

LESHAN DAILY

2021年12月2日

星期四
农历辛丑年十月二十八

中共乐山市委机关报

乐山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1-0011
邮发代号 61-53

今日4版
总第11450期

今日导读

第4版

发扬青藏铁路精神，
创造更多中国奇迹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四十四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乐山市
人民医院围绕群众最急最忧最盼问题，
进一步简化流程、优化服务，打通、建立
了多个渠道，进一步破解群众就医难
题。

建立无缝生命通道
解决“抢救长”问题

2021年4月，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抢
救在乐山市人民医院展开。沙湾区72
岁患者许婆婆突发急性心肌梗死，接诊
的沙湾区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将老人现场
复查心电图传送至“沙湾区－乐山人医
胸痛群”，发起远程会诊。家属经过沟
通后决定接受医生建议，转院进行急诊
冠脉手术。乐山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随
即启动应急预案，利用区域协同救治医
联体优势，为许婆婆开通胸痛患者救治
绿色通道。

急救通道打开！医护人员到位！急
救准备到位！用时仅21分钟，乐山市人
民医院为许婆婆抢回了至关重要的急救
时间，让其转危为安。

乐山市人民医院一直将打通生命通
道、从“死神”手中抢下每一秒，作为解
决群众“抢救长”问题的重中之重。为改
善急性胸痛看病就医问题，该院积极推
进胸痛中心建设，优化卒中中心、胸痛
中心，建立覆盖120急救、医技部门、麻
醉手术、重症医学一体化无缝生命通
道。建立全市卒中中心救治模式，创建
卒中救治地图，加强区域医院上下双向

转诊。乐山市人民医院还积极发挥胸痛
区域协同救治医疗体系作用，通过多方
接力、远程会诊、先救治后收费，节省宝
贵时间，为偏远地区患者救治抢下每一
秒钟。

据了解，建立胸痛中心打通生命通
道后，乐山市人民医院诊治卒中患者从
到院至静脉溶栓时间由2020年的50分
钟下降至46分钟，最短为9分钟。诊治
的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从到院至
导丝通过时间由88.87分钟下降至82.9

分钟，最短为20分钟。
2021年，乐山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

顺利通过中国胸痛中心（标准版）认证，
意味着急性胸痛患者的综合救治能力达
到国家级标准水平，诊疗水平和制度、
流程优化等方面与国家标准胸痛诊疗技

术接轨。

建立便民服务通道
解决“等待长”问题

群众来医院就诊，最忧心的问题之
一就是等待时间长。为优化服务流程，
节省群众每一秒钟，该院创新建立便民
服务通道，解决群众“等待长”问题。推
出集挂号预约、缴费、查询、报告推送一
体化移动智慧项目，部分科室实行分时
段预约模式，群众在手机上就可查看就
诊时间及等待人数，就诊平均等候时间
控制在15分钟以内。同步建设远程诊疗
系统、互联网医院，患者在网上就可以
远程看病问诊。针对儿科门诊排长队问
题，开设周末门诊和夜间双门诊，儿科
急诊等待时间由3小时缩短至2小时。
急诊科为急危重症患者提供先救治、后
付费“绿色通道”，累计服务人数631人。

建立健康传播通道
满足就医新需求

为提高基层诊疗能力，乐山市人民
医院走到群众当中，建立了健康传播通
道。开展百名医生走基层、百名专家讲
科普“双百”行动，针对基层人才短缺、
技术薄弱、发展瓶颈等系列问题，以领
办、托管、联盟、共建、 （紧转第2版）

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
——乐山市人民医院“四个通道”守护人民安康

■ 见习记者 但雨扬 记者 罗曦

本报讯（记者 王倩）昨（1）日
上午，“12·4”宪法宣传周暨犍为
县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揭牌仪式
在犍为县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廖全军出席仪式并讲话。

廖全军表示，犍为县青少年法
治教育基地建成投用，是凸显犍为
特色的有效创新举措，对于提升全
市普法教育水平具有重要的推动
作用。要充分认识法治教育对青少
年健康成长的重要作用，全方位构
建未成年人社会支持体系，确保用
法治为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颗纽
扣。要立足犍为、服务乐山，以犍为
县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为依托，开
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活
动。要打造各方积极参与、青少年
真心喜欢、全社会广泛认可的特色
法治教育品牌，不断开创青少年法
治教育工作新局面。

仪式为爱心捐赠单位授予荣

誉证书与纪念杯，向基地青少年宣
讲团授旗，为乐山市青少年法治宣
传教育实践基地、乐山市妇女儿童
维权示范站、乐山市家庭教育实践
基地、乐山市反洗钱教育基地等4
个法治宣传教育基地授牌。

据了解，犍为县青少年法治教
育基地是四川省首家进景区的青
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位于犍为县古
郡·花果溪园区内，全年向市民免
费开放。基地地处犍为县“百年火
车、千年庙镇、万年湖泊、亿年桫
椤”旅游环线，人流量大、受众面
广，占地600余平方米，分为序厅、
失色花季、春暖大地、犍程花开4
个主题展厅，配备有影音室、宣泄
室、仿真监狱、模拟罪犯追缉体验
点等设施设备，可通过法律知识讲
授、实践模拟、以案说法等形式，寓
教于乐引导青少年学法、守法、懂
法、用法。

犍为县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揭牌

本报讯（吉友向阳 雷富均）昨
（1）日，峨边彝族自治县全域旅游
推介会和黑竹沟探秘探险旅游论
坛在重庆市举行。市委常委、峨边
彝族自治县委书记谭焰，重庆市文
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秦定
波，重庆市武隆区委常委、副区长
苏惠勇出席相关活动。

谭焰在致辞中表示，峨边坚持
把绿色作为最大的底色，把生态作
为最大的优势，大力实施“交通强
县、全域旅游兴县、绿色工业富县”
三大战略，努力推进交通大突破、
旅游大发展、产业大提升、民生大
改善，全面开启了生态强县、美丽
峨边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下一
步，峨边将做强百亿交通，建设“一
带一门户一通道”；做精百亿县城，
建设彝汉融合梦幻山水养生城；做
特黑竹沟，建设“世界迷踪·中国睡
谷·冰雪胜地”；做靓乡村，加快建

设“一道·四园·四镇·多新寨”；做
优现代服务业，突出推动五大行业
突破；做深农文旅融合，建设三个
百里产业发展带。衷心希望在座的
宾朋能深入了解峨边、广泛宣传峨
边，前往峨边投资开发、创业兴企，
共同挖掘峨边黑竹沟神秘而丰厚
的宝藏。

在峨边彝族自治县全域旅游
推介会上，黑竹沟景区与重庆10
余家景区携手成立了峨边-重庆
友好景区联盟”；峨边与多家企业
签订合作项目3个，总投资5.5亿
元。黑竹沟探秘探险旅游论坛成立
了成渝探险联盟（筹委会），发布了

“黑竹沟探线”系列报告，举行了
《黑竹沟自然影像志》主题演讲，签
署了“黑竹沟探险探秘旅游团队战
略合作协议”，为黑竹沟景区“探险
运动科普教育基地”授牌，对黑竹
沟旅游进行了推介。

峨边全域旅游推介会在渝举行

本报讯（赵敏）11月29日，市中
区政协组织宣讲人员走进市中区牟
子镇板桥村，在村民的院坝中开起

“坝坝会”，向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和
驻村工作组，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

“市中区接下来还要打造板桥
村，再现‘板桥古驿’盛景，这对牟
子镇和板桥村来说都是千载难逢
的发展机遇。”“要找准板桥村的特
色产业，与文旅产业优势互补、同
步共频，完善经济链条，借助文旅
发展带动村民增收。”“板桥村拥有
平羌小三峡等优秀的旅游资源，完

善村规民约，提升群众素质，实施
‘五清’行动，搞好人居环境整治，
都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工作，也是带
动 地 方 经 济 发 展 的 基 本 要
求。”……当天，宣讲人员结合市中
区、板桥村实际，宣讲了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讲解了市第八次
党代会关于乐山未来五年发展

“345”工作思路。
宣讲人员勉励大家要学深悟

透全会精神，发挥好党员干部示范
带动作用，积极支持辖区文旅、交
通项目建设，参与社会治理，努力
共建美丽和谐的板桥村。

全会精神送到村“坝坝会”上听宣讲

本报讯（记者 谭晓勇）日前，
记者从井研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
公室获悉，该县积极探索利用乡镇
（街道）食安办本土优势破解农村
地区食品安全监管难题，走出一条
健全食安体系、规范食安建设的

“新道路”——基层食安办规范化
建设。

记者了解到，针对农村地区食

品贸易市场体量不断增大，食品安
全监管力量不足、监管难度增加等
问题，该县积极探索基层食安办规
范化建设，统一“工作机构、固定场
所、人员配备、工作保障、制度职
责、执法协调、考核培训、档案管
理”等标准，打造镇食安办规范化

“模板”。通过健全基层监管责任
网络， （紧转第2版）

县域兴则市兴，县域强则市强。市
第八次党代会系统描绘了未来五年乐
山发展的宏阔蓝图，明确提出要对照四
大功能区布局和未来五年发展目标，坚
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着
力发展县域经济，力争培育 2 个以上
500亿元经济强县、4个以上300亿元经
济大县，争创 1 个全国百强县，形成强
有力的经济支撑点。全市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要认真学习市第八次党代会精
神，坚定实施“345”工作思路，着力发展
县域经济，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乐山新篇章。

“郡县治，天下安”。城市竞争力的较
量，很大程度取决于县域经济实力的比
拼。改革开放40多年来，乐山经济发展、
城乡面貌、居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处在承上启下关键环节的县一级，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站在意气
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
口，市第八次党代会提出要优化四区布
局，推进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发展
区域经济，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增长极。
这是乐山在新发展格局下产业架构的重
点摆布和路径选择，也为我市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各县（市、区）和乐山高新区要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迅速统一到市第八次党
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上来，提振精气
神、提升执行力，以破局的勇气、领跑
的追求、稳步的节奏，一步一个脚印，
实现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和发展质效明
显提升。

具体来讲，市中区要重点发展文化
旅游、商贸物流、特色餐饮，建设乐山

高质量发展引领区；五通桥区要重点发
展晶硅光伏、绿色化工、稀土新材料，
争创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建设“中国绿
色硅谷”核心区；沙湾区要重点发展钒
钛产业、研学旅游，打造工旅融合发展
示范区；金口河区要重点发展山地旅
游、高山农业，打造四川彝区乡村振兴
示范区；峨眉山市要重点发展文旅康
养、食品饮料，争创全国百强县；犍为
县要重点发展装备制造、文化旅游，建
设市域副中心；井研县要重点发展晚熟
柑橘、农旅融合产业，打造全省乡村振
兴示范县；夹江县要重点发展民用核技
术、新型建材，建设全国民用核技术产
业发展高地；沐川县要重点发展生态产

业、康养旅游，建设绿色经济发展强
县；峨边彝族自治县要重点发展生态经
济、特色旅游，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县；
马边彝族自治县要重点发展民俗生态
旅游、现代农业，打造南丝路文化旅游
走廊；乐山高新区要重点发展数字经
济、光电信息、智能制造，打造创新发
展示范区。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高质量
发展时不我待，振兴县域经济任务艰
巨。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市第八次
党代会精神，站位全局、融入大局，坚
韧不拔、砥砺奋斗，努力把县域经济做
大做强做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乐山奠定坚实基础。

着力发展县域经济
——七论认真学习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

■ 本报评论员

市第八次党代会担当时代重任、描
绘宏阔蓝图。如何锚定目标、扛起重托，
让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在金口河区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日前，记者专访了副市
长、金口河区委书记张德平。

记者：市第八次党代会确立了未来
五年发展的“345”工作思路，金口河区将
如何提供支撑？

张德平：金口河区将自觉在全市发
展大局中找坐标、找定位，立足自身实
际，放大生态优势，奋力实现小区大作
为。

一是守护生态本底，当好生态功能
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统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
和修复，严格抓好重点区域水土保持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担负起维护生态安
全、保障永续发展的职责使命。

二是推进全域旅游，打造文旅增长
极。全面融入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建

设，按照“双核、三带、多点”布局，持续
抓好大瓦山、大峡谷两大核心景区打
造，科学规划休闲观光、山地运动、生态
民俗产业带，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抓好
文旅项目建设，力争到2025年，完成文
旅投资100亿元。

三是深化工业转型，建设产业配套
区。大力开发水电清洁能源，完成枕头
坝二级、沙坪一级水电站建设，力争到
2025 年，水电装机容量突破 180 万千
瓦。严格实行能耗“双控”，完成 4×
35000KVA新型工业硅项目续建，加快
工业硅企业技改升级、退城入园，通过
技术升级实现扩能提质、减排降碳双促
进，力争到2025年，工业硅生产能力超
过20万吨、达到全省有效产能的30%，
为乐山建设“中国绿色硅谷”提供支撑。

记者：打造道地中药材产业集群，金
口河区有哪些思考和举措？

张德平：金口河区将按照“建基地、
创园区、搞加工、促融合”思路，从提升
品质规模和延伸产业链条两端发力，推
动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25

年，实现道地中药材在地面积3万亩、年
产值突破3亿元。

一是建园区。按照“一带三基地”布
局，以构建高山药蔬产业带为统揽，大
力推进川牛膝、曼地亚红豆杉、“三黄”
产业基地建设和省级星级园区创建。探
索“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扩大种植
规模。

二是促融合。以创建省级中医药健
康旅游示范基地为抓手，规划建设一批
兼具中药、观光、康养、饮食等元素的节
庆活动、旅游线路、礼品食品，促进药旅
融合发展。

三是延链条。与科研机构、高校深化
合作，通过共建中药材研学基地、打造
创新联合体等方式，强化人才培育，加
强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建设和产品
研发，推动中药材价值链向下游延伸。

四是创品牌。积极开展品牌创建，按

照“一品一策”思路，制定品牌推广方
案，提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品牌
竞争实力。持续推进道地中药材“三品
一标”认证，加快培育“大而优”“小而
美”特色鲜明、知名度高、发展潜力大的

“金口河道地中药材”品牌，提升“金口
药品”影响力。

记者：金口河区将如何巩固脱贫成
果，打造四川彝区乡村振兴示范区？

张德平：金口河区将立足前期基础，
用好全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政策，推
动乡村振兴金口河实践在大小凉山领
先、在全市全省争先。

一是打造有品牌更有品质的新农
业。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为抓手，
大力推进“林、茶、药、菌、菜、果”等特色
农业产业发展。巩固深化全省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示范县创建成果，持续加大
品牌培育、形象推广、 （紧转第2版）

■ 记者 罗晓玲

逢山开路抓落实遇水架桥建新功
——专访副市长、金口河区委书记张德平

乐山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热情为患者提供周到医疗服务 （乐山市人民医院供图）

井研：走出一条基层食安治理“新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