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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渔民放弃生产成功救助8名船员

李世宏:“医”路坚守

本报讯（记者 夏艺瑄 陈璐
瑶）“不用转船转车，家门口就能
做胃镜检查，实在太方便了。”昨
天，家住六横悬山岛的77岁村民
贺菊娣喜笑颜开。今年初，她查
出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医生
叮嘱她半年后回去复查。眼看时
间快到了，贺菊娣心中犯了愁，昨
天，“共富方舟?健康守护”行动第
四站走进悬山岛，还带来了一套
胃镜检查设备，这也解决了她心
中的难题。

当天上午7时30分左右，由
30余名区级医院专家和30余名志
愿者组成的服务队伍随船抵达该
岛，一场大型义诊就此展开。

“阿姨，你的血压偏高，可以
免费领用专用穿戴式健康监测
设备，实现健康数据远程监测。”
“大伯，你的血糖比较高，要注意
饮食。”体检现场，专家一边为老
人检查，一边仔细叮嘱，同时为
每个参与诊疗的居民建立健康
数据仓、个人健康画像和分类标
签。

“有了这些数据的积累，我们
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海岛老人慢
性病的种类，以便后续提供签约
医生推荐、用药提醒等快速精准

的健康守护服务。”区卫健局基妇
科科长李幼芳介绍，通过浙里办
App创建亲情账号，子女可一键查
看父母的健康电子档案，了解其
身体健康状况，破解海岛独居老
人对体检结果阐述不清，家属对
医嘱情况不明等问题，让诊疗结
果以数字化手段贯穿实现患者、
医生、家属的闭环管理，而这一切
都得益于由区卫健局和区大数据
管理中心统筹建设的“健康方舟”
数字应用。

据悉，该应用结合我区海岛众

多的地域实际，紧紧围绕区域内
离岛、悬水小岛居民的医疗卫生
需求，依托配备专业医疗团队的
船只开展医疗服务。通过归集居
民基本信息、体检信息、药品、人
口户籍等多项数据，打通健康服
务最后一公里，切实解决小岛群
众看病难、配药难、急救难等痛点
难点问题。

同时，针对海岛居民用药需
求，该应用还可自动分析用药方
案和配药记录，主动提醒家庭医
生及时配药；组建虚拟线上“共享

药房”，通过第三方配送上岛，实
现“只要群众有需要，配药取药不
出岛”。当悬水小岛有中高危基
础疾病的群众，不仅能免费获取
专用穿戴式健康监测设备，实现
健康数据远程监测及时干预，紧
急状况下还能启动包船联动机
制，引入5G+AR眼镜，远程指导现
场急救。此外该应用还建立慈善
帮扶供需精准对接机制，线上实
时公示救助、捐赠信息，提供捐赠
渠道。

据统计，自今年6月“健康方
舟”应用上线以来，结合方舟线下
体检，已实现葫芦、白沙、柴山、湖
泥、双山五岛群众健康服务全覆
盖 。 五 岛 居 民 体 检 率 提 升 了
54.92%，家庭医生签约率提升了
16.25%，线上申请签约医生服务人
数达2574人次，新生成了195份慢
病档案，妥善处置健康预警214人
次。线上免费购药152人次，提供
送药进岛服务8次。

区卫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
继续以船只为服务载体，以专业
医疗团队为实施主体，为偏远海
岛群众提供巡回医疗、健康管理、
数字药房、健康监测预警等健康
守护服务。同时，还将完善“健康
方舟”应用用户数据，扩大数据对
接范围，为全区已开放健康档案
用户提供便捷的应用服务。

“共富方舟?健康守护”行动第四站走进六横悬山岛

数字服务更好满足海岛群众健康需求

本报讯（记者 励佳）昨天上午，
全区深化除险保安百日攻坚行动推
进会召开。区委书记孙志龙在会上
强调，面对严峻复杂的风险挑战，全
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精
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全面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有
关会议精神，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
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树牢底线思
维，强化斗争精神，切实为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
治社会环境。

黄林伟主持会议，乐舟龙出
席。会议通报了除险保安工作情
况暨当前平安建设形势。相关部

门及镇、街道有关负责人汇报分
析了近期相关工作。

孙志龙对我区除险保安工作
取得的阶段性成效表示肯定。他
指出，近来，全区上下认真贯彻省
委、市委、区委部署，紧扣“六严
防、六确保、六个零发生”目标，深
化除险保安各项工作，形成了全
范围、全领域、全过程抓平安建设
的工作格局。

孙志龙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充
分认清当前形势，全面推进除险
保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为即将到来的国
庆长假营造平安祥和的环境与氛
围。要强化政治引领，守牢政治

安全“护城河”，以强烈的使命担
当、扎实的工作举措，确保全区政
治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要汇
聚化解合力，把牢社会稳定“源头
关”，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初始，化
解在基层。要突出重点整治，织
牢治安防控“防护网”，常态化推
进扫黑除恶斗争，遏制电诈案件
高发态势，加强未成年人违法犯
罪预防管理。要压实责任链条，
筑牢公共安全“平安墙”，巩固拓
展安全生产整治成果，严格落实
“两张任务清单”，强化精准指导
督查，全力堵塞漏洞、消除隐患，
推动平安建设提档升级。

孙志龙强调，要坚持“以工作

确定性应对风险不确定性”，筑牢
防风险、保平安、护稳定的铜墙铁
壁。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除
险保安百日攻坚行动放在工作首
要位置，建立每日要情会商工作
机制，确保各项工作层层压紧、环
环相扣、达标推进。要凝聚齐抓
共管合力，强化全区“一盘棋”思
想，充分运用履责、预警、处置、反
馈、晾晒等常态化工作机制，发挥
群防群治力量优势，不断提升除
险保安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
平。要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冲在
一线、敢打敢拼，持之以恒推进各
类风险隐患攻坚化解，确保工作
干一件、成一件，积小安为大安。

孙志龙在全区深化除险保安百日攻坚行动推进会上强调

树牢底线思维 坚持稳中求进
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黄林伟主持

“我想有
个家，一个不
需要华丽的地

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
它……”重温这首脍炙人口的老
歌，相信普陀的户外劳动者们一
定会心潮澎湃。由区总工会设
立的首家“普工@家”（新街站）
于本月起运行了，大家有了一个
累了可以歇脚、热了可以乘凉、
渴了可以喝水的“温馨小屋”。
这样的“家”，不但能消除疲劳还
能抚慰身心，正是越多越好。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互道
辛苦、互相照顾，不同岗位的人
们才会有劳动的尊严、奋斗的激
情，从而共建共享美好生活。为
辛勤奔波劳作的环卫工人、快递
小哥、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
交辅警、绿化工人等户外劳动者

建好一个“家”，这也是一座文明
城市的应有温度。

事实上，关爱户外劳动者的
志愿行动早已开展，出现在城市
街头的“爱心冰箱”就被视作“文
明地标”。近年来，区总工会也
在沈家门、东港、六横等地设立
了26个户外劳动者驿站。此番
全新打造“普工@家”，更让升级
版的“家”有了空调、微波炉、冰
柜等设备。与时俱进的“家”，折
射出城市的文明进步。

可以相信，这样的“家”不但
会越来越多，更会越来越好。户
外劳动者除了工作辛苦，还免不
了遭遇烦心事、委屈事，能否躲
进“家”里一吐为快？这就需要
一路可供倾诉、维权的热线电
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建好
一个“家”，还需大家一起努力。

建好一个“家”
□小井

本报讯（记者 王梦倩 通讯员 林洁）9月21
日上午，结合三级政协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
设专题协商议事月活动，区政协组织市、区政协
委员、村民代表、区属相关部门负责人登上“共
富方舟”海上医疗船，围绕更好守护海岛群众健
康召开“民生议事堂”协商会。市、区领导方维、
夏凯慧、马志刚、任珊红参加。

据了解，我区启动“共富方舟?健康守护”行
动以来，医疗船陆续走进各悬水小岛，为当地居
民提供健康服务，让离岛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全面体检和专家诊治。“共富方舟?健康守护”
行动是为民服务的生动体现，但在实际推行过
程中，不免存在问题和不足。

协商过程中，政协委员与村民代表围绕加强
健康预警监测、有效解决海岛配药难、全面提升
老年人健康素质等，提出意见和建议。相关部
门负责人一一作出回应，给予答复，并简要阐述
下步工作计划，将进一步完善运行机制、整合各
方资源、加强服务保障，努力为海岛群众提供精
准公共医疗服务。

方维对此次协商会表示充分肯定。她指出，
各有关部门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瞄准“提低
扩中”，用改革的思路做好查漏补缺，提供更精
准、有效的公共服务，提高服务质量、数字化水
平。普陀区政协要持续推动“民生议事堂”工作
向基层延伸，全面梳理总结，明晰成效和不足，
聚焦提质增效，适时开展互看互学互鉴，加强
“民生议事堂”之间的横向交流。

夏凯慧指出，要以健康医疗存在的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为导向，不断推动海岛医疗事业
发展，让海岛群众享受更多的健康获得感；要将
打造“共富方舟2.0”建立在经济发展和地方财
力可持续基础上，脚踏实地，让“共富方舟”行稳
致远；要进一步优化协商课题、主体和方式，推
动民生实事及时落地落实。

本报讯（记者 吴林峰 通讯
员 应锡锋）“不出岛就能办理业
务，太感谢您了！”9月21日上午，
虾峙镇便民服务站的东海渔嫂代
办员蒋芬红来到当地村民李科技
的家中，告诉他已为其办理了残
疾人两项补贴变更业务，李科技
非常感激。

这项业务的顺利办理，得益于
我区推出“办事不出岛”2.0创新做
法。今年以来，相关职能部门进一
步优化服务，提升工作效率，在全
区设立了62个便民服务站，提供便
民服务、政务服务、项目投资、企业
办税等方面的业务办理，方便群众
在“家门口”办事。

“便民服务站设立后，当地工

作人员可以更方便地为群众提供
服务。”区审招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便民服务站还能为企业和群众提
供“一对一”全流程跟踪代办服务。

据了解，今年4月以来，区审招
办以实地察看、现场体验等方式深
入基层海岛，指导各镇、街道、村社
的便民服务站（点）场所相关建设
工作。目前，全区各镇（街道、管委
会）共设置62个便民服务站点，实
现村（社区）服务站点的全覆盖。

此外，各偏远小岛还通过政银
合作或东海渔嫂代办员，为群众提
供代办、陪办服务，倾力打造“岛岛
有站点、人人享服务”的便民服务
格局。今年截至目前，东海渔嫂代
办员共代办事项3000余件。

全区村（社区）便民服务站点实现全覆盖
提供政务服务、企业办税等业务办理

日月谈

医务人员为群众提供免费常用药品。 记者 陈璐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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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赳 通讯员
乐源）昨天下午 5时 50分，在海
事部门的护航下，中国籍LNG（液
化天然气）加注船“新奥普陀号”
顺利靠泊普陀新奥LNG接收站码
头，这是国内首艘、全球最大C型
罐式专用LNG加注船交付后的首
航。

据了解，“新奥普陀号”是由
新奥（舟山）液化天然气有限公
司出资打造，由大连船舶重工集
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建造，今后
该轮将经常赴我区开展液化天
然气装载业务。在“新奥普陀
号”进港过程中，3艘拖轮按计划
部署在周围形成安全保障区，警
戒船艇实施护航警戒。同时，舟
山海事局及时发布航行通告，通
过船舶交通管理系统（VTS）等对
该轮实施重点监控，并对马岙公
共航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国内首艘、全球最大C型罐式专用LNG加注船

“新奥普陀号”首航靠泊我区

记者记者 诸葛晓明诸葛晓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