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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10日上午，在市人
民医院建共体集团坎门分院内科病
区护士站内，张女士正在结算住院

费用，只见在护士的引导下，她扫
描了一个付款二维码后，当场拿到
了住院费用结算清单。拿到这张清
单，张女士就顺利办完了所有的住
院手续。

“之前出院缴费要在窗口排
队，要耗费不少的时间，现在在护
士站扫扫码就可以办理，对我们来
说真的太方便了。”体验完医院的
出院“一站式”服务，张女士忍不
住竖起大拇指。

据了解，我市卫生健康局紧紧
围绕“让患者少跑，让就医更舒
适”的服务理念，在推行各项“最
多跑一次”改革的基础上，打破各
就医环节壁垒，深化各项优质便捷
服务，对有住院部的市人民医院建
共体集团坎门分院和大麦屿分院推
出出院“一站式”服务。

市人民医院建共体集团坎门分
院副院长黄玮告诉记者，目前坎门
分院已在 4个病区全面实行护士站

出院“一站式”结算服务，有需求
的患者只要通过微信、支付宝扫描
付款就可快速进行结算。

“下阶段，我们将在巩固现有
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发力，特别是
在乡镇卫生院提供住院服务方面，
确保年底前全市 50%乡镇卫生院可
以为群众提供住院服务。持续加强
信息化建设，让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市卫生健康局医政医管
科副科长罗永松说。 （林俐）

扫码办手续 市民享便利

基层卫生院首推“一站式”出院服务

本报讯 眼下，又快到早稻收割
的季节，但受持续多雨的影响，早
稻在生长期间低温、寡照天气较
多，造成禾苗光照不足，影响了谷
粒结实率和千粒重，今年我市的
3000多亩早稻，与去年相比产量有
所下降，收割期或推迟10余天。

7月 11日上午，天空终于透出
一丝阳光，在沙门镇泗边村种粮大
户柯荣光的早稻田里，本应该金灿
灿的稻谷却是一片青涩的样子，有
不少稻谷还没有破口抽穗。柯荣光
也正带着10多名小工，抢抓好天气
的有利时机，做着田间管理。

虽然今年稻谷在生长期遭遇了
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但柯荣光提
早应对，不仅清理了沟渠，保持排
水畅通，还及时加强肥水管理，加
强病虫防治，今年他种植的 530多
亩早稻品质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柯荣光告诉记者，按照往年惯
例，7月初早稻的成熟率已经可以
达到 50%，但受天气影响，今年早
稻的成熟率目前只有 10%，“照这
样看来今年的收割期要推迟10天左
右了，起码到7月底才可以收割。”

（李敏敏 王凌轩）

光照不足雨水多

今年早稻收割将延期

本报讯 现在正是桃子成熟上
市的时节，可连续阴雨让不少桃
子烂在枝头，面对客商的订货电
话，无货可供的现状愁坏了不少
水果种植户。眼下，种植户们也
在积极采取措施，减少损失。

在沙门镇上山头，陈海青种
植了50亩的桃子，桃园内桃子挂
满枝头，多数已经泛红，“这一批
桃子刚刚成熟，也有不少客商打

来电话订货，但桃子一个还没卖
出去就全烂在了树上。”陈海青无
奈地说道，她随手从树上摘下几
个桃子，不是腐烂了一部分，就
是已经出现霉斑。

陈海青告诉记者，她种植的
桃子按不同品种可分为10个批次
陆续上市，销售时间从 5月份可
一直持续到 10月份。目前，前 3
批桃子的产量几乎为零，即将在

7月下旬上市的第4批桃子，也已
经出现了近50%的裂果。

对于已经腐烂的桃子，陈海
青表示只能收集起来制成果树肥
料。对于没有烂掉的桃子，目前
只能通过套袋的方式减轻受损程
度，“目前我们已经对果园开沟排
水，也做好了接下来的应对措
施，希望天气能好转，让我们减
轻损失吧。” （张馨 梁裕哲）

持续阴雨致桃子烂枝头

果农积极应对减少损失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气象部门
了解到，预计我市今年出梅时间将比
往年推迟10天至半个月。

据了解，今年由于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偏弱，梅雨带盘旋久驻，无法
北抬，导致我市梅汛降雨集中期结束
时间将比往年推迟 10天至半个月。数
据显示，仅7月上旬我市的降雨量已达
194.3毫米，约为去年同期的6倍。

“根据预测，未来一周我市还将以
阴雨天气为主，本月13至15日会有较
明显的降雨过程，所以短期内不考虑
出梅。” 市气象局工作人员李泓明介绍
道。 （龚松 苏一鸣 余衍超）

今年出梅将推迟半月

本报讯 7月9日下午，沙
门镇第三届“跨界自造·台湾
大学生实习营”正式开营，大
学生们在沙门镇相关负责人的
带领下，实地走访考察了玉环
同发塑机有限公司、玉环思博
铜制品有限公司、浙江卡洛特
水暖器材制造有限公司等企
业，并以工业设计主题与企业
家们进行深度的沟通交流。

据悉，沙门镇第三届“跨
界自造·台湾大学生实习营”
为期 48天，15名来自台湾大
叶大学的大学生将在老师的指
导下，学习并运用工业设计专
业知识，深入玉环当地企业，
为企业产品进行设计，促进企

业转型升级。
国家高新企业玉环同发塑

机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温作银表
示：“台湾大学生年轻有活
力，经常会有一些奇思妙想，
我觉得很难得。希望通过跨界
自造融创园平台，跟台湾工业
设计的大学生能够有更进一步
的沟通交流，这对我们企业来
说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下阶段，沙门镇将继续扮
演好两岸交流的探索者，为台
湾大学生与本土企业家搭建良
好平台，为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提供技术与智力保障，助力玉
环经济高质量发展。

（胡存超 吴林倍）

台湾大学生实习营开营

本报讯 7月 10日晚，坎
门街道联合交警、城管、公
安、路政等部门站所，出动
150多名执法人员，对辖区内
的“四小车”开展综合整治。

当晚，执法人员分为8个
小组，在辖区各主要路口进
行布控，对查获的非法改装
车辆进行监管及查扣。检查
中，抓法人员截获了一辆私
自改装的黄包车，一般黄包
车都是人力蹬骑，速度慢，
但安全，而被查获的黄包车
被私自改装加了电机，存在
极大安全隐患，因此执法人
员对黄包车进行查扣并对车
主提出严厉批评教育。

在另一个路口，执法人
员拦下一辆营运残疾车，仔
细核对相关证件，如核查无
误随即放行，一旦发现存在
没有营运证、证车不符等情
形，则一律查扣。

在查扣过程中，执法人
员还实行管宣结合，将违法
事实对车主说清楚，将违法
危害对群众讲透彻，切实加
强“四小车”整治行动的宣
传教育。当晚的综合整治行
动，共查扣私自改装或非法
营运的黄包车7辆，营运残疾
车 5辆，老年代步车 3辆，三
轮电动车1辆。

（邱兵 陈丽丽 张娇）

坎门：

综合整治“四小车”

本报讯 近日，市住建局
组织人员于对市民防应急疏
散基地指挥保障中心工程等
10个项目进行了为期3天的合
同履约专项检查，更好维护
建设市场秩序，推进工程建
设领域的信用体系建设，规
范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市场
行为。

据了解，此次专项检查
严格按照《台州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关于开展 2019年全
市建设工程合同履约评价和
检查的通知》的要求，检查
组通过查看书面文件及现场
问询的方式，检查施工合同

的订立及履约情况、施工合
同签订情况、安全文明施工
费支付及使用情况、民工工
资支付情况、施工合同管理
等内部管理制度情况。

从此次检查情况来看，
多数项目的建设单位及施工
单位能按照有关文件精神，
落实主体责任，履行合同义
务。对于部分受检项目，责
任主体对合同履约工作重视
不够、管理班组人员未到岗
履职等现象，检查组当场下
发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限期
整改。

（杨克新）

我市开展在建工程合同履约专项检查

推进建设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本报讯 昨天是世界人口
日，大麦屿街道在刘园社区
组织开展了以“牢记为民初
心 共建幸福未来”为主题的
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街道计生协
工作人员通过有奖知识问
答、悬挂横幅、发放卫生计
生宣传资料、避孕药具等方
式，积极向群众普及生殖保
健、孕期保健、孕前优生检
查、优生优育等健康知识，
大力倡导婚育新风。

“此次活动让我们对人口
问题加强了关注，也提高了
优生优育意识，真不错！”市
民陈先生表示。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免
费发放宣传资料100余份，计
生用品200余份，不仅提高了
市民对卫生健康、计划生育
知识的知晓率和认知率，也
为营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倡
导科学、文明、健康、和谐
的生活方式起到了很好的推
动作用。 （张雪萍 陈衡）

大麦屿：

主题宣传世界人口日

（上接第1版）
作为台州南部湾区建设主战场

之一的干江滨港工业城，是玉环传
统产业提档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集
聚区，今年是干江滨港工业城基础
设施及服务配套PPP项目进入全面
实施阶段的第一年，该项目共包含
子项目23个。

罗永柏告诉记者，在项目推进
中，干江镇将本着“开局就是决战，

起步就要冲刺”的理念，挂图作战、
倒排时序，架构“一个项目，一名分
管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的“四
个一”建设领导小组，使出“千方百
计”，通过每天一通报，每周一碰头，
每月一分析，每季一汇总，突出建设
速度，确保又好又快完成今年目标
任务。

与此同时，干江镇还将在重大
项目的招引上，突出对接深度，力争

今年引进2亿元以上的项目10个，5
亿元以上的项目 2个，努力实现 10
亿元以上项目引进零的突破，确保
招商引资工作继续走在全市前列。

“只有我们帮助企业扫清开工
建设的一切障碍，才能让他们真正
落户干江，扎根干江。”罗永柏告诉
记者，“工作中，我们紧紧围绕项目
开工，主动嘘寒问暖、把脉问诊，为
企业主动搭桥、助推登高，将‘五心’

‘妈妈式’服务转化为生动实践和高
效服务。”

接下来，干江镇将进一步加快
干江滨港工业城开发，积极推动产
业项目开工，精准招大引强，抓好企
业的转型升级，同时进一步激发乡
村振兴活力，深入开展“三服务”，为
我市高质量发展、现代化海湾城市
建设贡献干江力量。

路伟凤张泽鹏

吴晓红吴晓红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