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经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批准，受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委托，将于2022年8月3日09:00起至2022年8月17日10:00止（节假日除外）在乐山市市中区龙游路西段607号三楼（嘉兴路与龙游路交汇处）乐山
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公开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及规划建设要求：

二、本次出让采用有底价，增价方式，自由竞价，价高者得。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可独立竞买也可联合竞买，但挂牌文件中有特殊要求或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
四、本次出让地块采取网上挂牌报价和挂牌截止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具体程序如下：
（一）申请人通过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用户登录入口”（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完成报名注册。
（二）注册成功的申请人须在2022年8月3日09:00起至2022年8月15日17:00前通过网上交易系统缴纳足额竞买保证金，完成网上报名手续。
（三）已通过网上报名的竞买申请人须在2022年8月15日17:00前（节假日除外）到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东路199号三楼报名处提交竞买申请文件，进行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的竞买人须于2022年8月3日09:00起至2022年8月17日10:00

止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网上报价。
（四）竞买人须于2022年8月17日10:00到乐山市市中区龙游路西段607号三楼（嘉兴路与龙游路交汇处）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出席挂牌截止现场活动。
五、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文件，挂牌文件可在四川乐山土地矿权交易信息网（http://szrzyj.leshan.gov.cn/sgtzyj/lstdkq/kq_index.shtml）下载。相关信息查询可登录以下网站：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www.landchina.com）、四川

土地矿权交易信息网（http://202.61.89.138:800/）、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ggzyjy.sc.gov.cn/）、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http://lsggzy.com.cn）、乐山市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szrzyj.leshan.gov.cn/）。
六、联系地址：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东路199号三楼

联 系 人：0833-2459230辜先生（市中区）、0833-2442919彭先生（交易咨询）
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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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乐市土矿交公〔2022〕23号

序号

2022
-挂-50号

宗地位置

乐山市市中区全福街道QF-E-a-04号
[乐中挂〔2022〕4号]

宗地面积
（平方米）

36676.4
（合55.01亩）

宗地用途及出让年限

批发市场用地40年

起始价
（万元）

1545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64

增价幅度

10万元
及以上

规划指标要求

建设用地性质

商业设施用地（B1）

容积率

不大于3.0

建筑密度

不大于50%

绿地率

不小于10%

建筑高度

不超过8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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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戴余乐

全市142家医疗机构可开展学生入学结核病筛查

新生入学 结核病筛查不能少

网上预约，错峰体检

近日，记者走访市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
等医疗机构了解到，为规范做好新入学儿童健
康体检工作，减少家长们体检时的等候时间，
目前，乐山中心城区可进行入学体检的医疗机
构多已开通入学体检网上预约服务。

市人民医院本次入学体检全部实行网上
提前预约。市民关注“乐山市人民医院健康管
理中心”微信公众号后，进入“体检预约”项目，
即可选择体检套餐、体检时间，完成预约，体检
当日需携带户口本或身份证。需要注意的是，
该院入学体检套餐仅针对6岁及以上有入学
体检需求的儿童及青少年，幼儿的入园体检需
前往儿科门诊进行。另外，进行结核菌素试验
后需本人在注射后48-72小时再次前来查看
皮试结果并领取体检报告，如错过皮试查看时
间，需重新缴费皮试。

市中医医院线上预约每日不超过60人，线
下预约每日不超过40人。因近期团队体检预
约人数已满，为避免拥挤，家长可尽量选择网上
预约。预约方式：打开“乐山市中医医院健康管
理中心”微信公众号，点击“体检服务”，选择“体
检预约”即可。需要注意的是，入学体检时间为
周一至周六，但周四不做结核菌素试验检查。

临床上，针对不同年龄的学生人群，结核
病筛查的方法有所不同。

幼儿园、小学及非寄宿制初中新生：肺结
核患者密切接触史和肺结核可疑症状的问诊；
有密切接触史或可疑症状时开展结核菌素皮
肤试验（TST，包括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
（TB-PPD）、重组结核杆菌融合蛋白（EC）/γ
干扰素释放试验（IGRA），下同）；有可疑症状
者或PPD/EC强阳性或EC/IGRA阳性者，需

到结核病定点医院进行胸部X光片（或DR）
检查和病原学检查。对于有TST检测禁忌症
的学生，可以采用IGRA替代。

高中和寄宿制初中新生进行肺结核可疑
症状筛查和TST检测；有可疑症状者或PPD/
EC强阳性或EC/IGRA阳性者进行胸部X光
片（或DR）检查。大学入学新生进行肺结核可
疑症状筛查和胸部X光片（或DR）检查，重点
地区和重点学校同时开展TST检测。

学生家长可根据自身情况，提前预约医院
选择时间、项目，完成相关入学体检工作。按
照《中国学校结核病防控指南（2020年版）》要
求，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要做到100%，
尤其是我市民族地区以及非民族地区招收的
民族班学生，原则上要求开学前完成结核病筛
查，最晚要在开学后一个月内完成。

记者了解到，因新冠肺炎疫情特殊原因，
18岁以下学生，需有1名监护人陪同，监护人
签字后再进行体检。学生近期处于疾病等特
殊状态时，建议痊愈或病情稳定后再行体检。

做完结核筛查后，还需注意以下几点：
1. 做皮试注射药物处不能按摩、揉搓，影

响药物吸收，从而影响皮试结果。
2. 做皮试处避免沾水，因为沾水后可能会

导致皮试针眼感染，从而导致皮试失败，影响
结果判断。

3. 做皮试期间不能吸烟喝酒，不能吃辛辣
刺激性食物。

4. 做皮试期间不能服用药物或者静脉滴
注药物，避免影响皮试结果。

5. 试验后请在规定时间48-72小时内看
反应结果，提前或推迟会影响判断的准确性。

6. 结核病活动期间患者或过敏体质者，局
部可能出现皮肤水泡、浸润或溃疡，有的患者
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发热，一般可自行消退或
治愈，严重者应及时到医院做局部消炎或退热
处理。

新生入学体检筛查中如果发现肺结核患
者或疑似患者，家长也无需恐慌，应及时到结
核病定点医院进行确诊。如果确属活动性肺

结核患者应按照医嘱进行规范治疗，如果医生
认为需要休学的，应该及时休学治疗，达到复
学标准后方可凭复学证明回校上学。

得了肺结核只要在结核病定点医院接受
正规治疗和管理，绝大部分是可以治愈的。经
过临床医生检查确定治愈的，就和正常人一
样，也不再具有传染性，不影响上学和就业。

结核病是我国重
点防控的传染病之
一，也是全球关注的
严重公共卫生和社会
问题。学生由于学习
负担重、免疫系统仍
在发育过程中，感染
结核菌后容易发生结
核病。校园内人群密
集，一旦存在传染源，
容易发生聚集性结核
病疫情。

为减少学校疫情
出现，我市将结核病
检查项目纳入新生入
学体检和教职员工常
规体检的必查项目。
学生入学筛查无异常
者方可正常入学。

目前，我市共有
142家医疗机构可开
展学生入学结核病筛
查工作。

留心体检注意事项

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要做到100%

科学看待检查结果

本报讯（记者 王倩）7月8日，市中医医院与海
南省三亚市中医院举行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就未来
合作内容、合作方向等进行深入交流并达成一致意
见，将在专科建设、学术交流、人才互培等方面开展
深度合作。

据悉，此次市中医医院与三亚市中医院建立中
医药战略合作关系，是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全面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市中医医院作
为引领乐山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领头羊，将担当好区
域中医医疗事业的领航责任，加强科技创新和新技
术推广，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助推川琼两地
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

市中医医院与三亚市中医院将在中医医疗技
术、中医药特色优势项目、中医康复疗养游等方面
携手共进，协作共赢。通过选派人员定期交流学
习，拓展人才培养新通道，提升两院的管理运营水
平、临床研究和成果转化能力，搭建起川琼两地中
医药战略合作的桥梁，实现优质医疗资源有效共
享，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共同推进两市中
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当天，海南省考察组一行对市中医医院重点科
室、智慧医院信息中心、治未病中心、中医药技术成
果转化展示区、医院新区等地进行了考察。三亚市
中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考察是一次学习之
旅、交流之旅、合作之旅，乐山模式为三亚市医养康
发展规划提供了学习和借鉴思路，希望两地进一步
加强沟通，探索更广阔的合作领域。

市中医医院与三亚市中医院合作签约

助推川琼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
者 田晓航）7月11日是世界人口
日。记者从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了解到，近十年来，中国计生协
在全国上万所中小学和700多所
高校开展青春健康教育服务，成
立了2000多家青春健康俱乐部，
为青少年及家庭提供性与生殖
健康宣传、教育、培训、咨询等服
务。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一级巡视
员洪苹介绍，以同伴教育、参与式
培训、人生技能为主要特色的“青
春健康”工作，紧紧围绕青少年、
青少年身边人群和政策制定者三
大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
活动，实施了“成长之道”“同伴之
道”“沟通之道”等项目，形成了一
套成熟的工作方法。

联合国人口基金《2022年世
界人口状况报告》显示，全球每年
非意愿妊娠的数量达1.21亿例，
60%以上的非意愿妊娠以人工流
产告终。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
表康嘉婷博士表示，非意愿妊娠
给妇女和女童的身心健康带来负

面影响，并加剧贫困，关系到社会
的发展。

“开展‘青春健康’工作，旨在
让青少年懂得生殖健康知识，培
养健康、阳光的生活态度和负责
任的价值观，促进行为改变，免受
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等生殖健
康问题困扰和危害，推动青少年
身心健康发展。”洪苹说。

多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探
索促进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的方
法和途径。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提出，
推广青春健康教育工作，开展青
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

据了解，2022 年，中国计生
协持续推进“青春健康”工作，做
好大中小学老师的青春健康师资
培训，推进青春健康线上课程制
作，促进线上与线下工作有机结
合。此外，中国计生协正联合相
关政府部门开展生殖健康促进行
动，并将构建教育、咨询、技术服
务紧密衔接的生殖健康服务链，
培养生殖健康咨询服务队伍，提
高生殖健康服务水平。

中国计生协青春健康教育服务
覆盖全国700多所高校

本报讯（记者 王倩）日前，记者
从市中医医院获悉，市中医医院新区
康养中心主体装修工程预计于8月
底竣工。

据了解，市中医医院新区康养中
心（老年养护院）由沙湾区与市中医
医院合作打造，位于沙湾区嘉农镇玉
龙村，占地面积201亩，建筑面积3
万平方米，首批开放床位535张，是
全市首家由三甲公立医院主办，集中
医养生保健、康复理疗、医疗护理、休
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公立医养机
构。康养中心整体按温馨、适老化风
格定制装修，配有专业医疗设备带、
医疗级防滑地面、综合辅助洗浴室、
防走失系统、实时生命体征监测系
统、国际标准呼叫系统等专业配套设
施，正式投运后可为市民提供24小
时全天候医疗保障，多元化满足市民
养老需求。日前，康养中心接待大厅
及样板间装修工程已竣工，7月全面
开启入住登记和参观接待，目前支持
现场参观咨询，8月底康养中心全面
竣工后将正式投用。

“医院新区医养康项目打通了医
和养的界限，实现了养老和看病的闭
环管理。”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王青

松介绍，项目的加速落地能够有力地
推进我市医疗+养老+康复为一体的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为市民们健康养
老谋福祉。

市中医医院新区康养中心预计8月底投用

康养中心装修接近尾声 市中医医院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