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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玉环 APP”今日玉环数字报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吴
才平深入楚门、清港、玉环经济开发
区等地，督查“五水共治”工作。他强
调，碧水蓝湾也是金山银山，全市上
下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久久为功推进

“五水共治”，持续巩固治水成果。
要以治水为突破口，扩投资、促转
型，优环境、惠民生，助力玉环高质
量发展。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良强参加
督查。

仲夏时节，玉环湖畔绿树成荫，
习习微风吹皱一湖碧水，天水一色的
画面，令人心旷神怡。作为玉环湖系
的总河系长，吴才平的脚步，走遍了

整个流域的角角落落，定期巡河、牵
头组织流域综合整治、统筹协调各项
工作落实，治水这件事，他始终躬体
力行、带头示范，也见证了玉环湖水
质不断改善的全过程。他叮嘱说，玉
环要展现海湾新城的独特魅力，首先
要做优环境，尤其是水要洁净。玉环
湖系是我们治水的重点，也是亮点，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全市人民密
切关注。要着眼全流域综合治理，打
好“三改一拆”“污水零直排”等系列
组合拳，加强源头管控和截污纳管，
提高区域污水处理能力，打造漩门湾
畔的美丽明珠。

在清港镇同善塘河泗头闸断面，

近 500米河道的河水已被抽空，工人
们正用高压水枪冲刷河床淤泥。“淤
泥清理后，我们将利用自然界微生
物、水生植物、水生动物，构建健康稳
定的食物链和水生态系统，使水体自
净功能得以恢复并长期保持，从而提
升断面水质。”清港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

对此，吴才平连连点赞清港“水
清岸绿、未来可期”，并叮嘱相关部门
主动对接服务，帮助各乡镇（街道）谋
划包装好治水项目，积极向上争取政
策、资金支持。

督查中，吴才平还踏看了楚门、
清港两地的“污水零直排”建设推进

情况。他强调，建设新时代美丽玉
环、打造“两山”理论海湾实践样板，
治水首当其冲。全市上下要下决心、
用狠劲，以钉钉子的精神，一锤接着
一锤敲，确保取得治水实效。治水过
程中，要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理
念，统筹规划、专人负责、专班推进全
域水系治理，担当奋进攻破各个堵
点、卡口；要做深做细群众思想工作，
让大家真正明白“政府下大决心、花
大代价推进治水工作，本质就是为广
大群众谋利益、谋幸福”，从而提高广
大群众的治水意识，自发自觉参与治
水工作，共建共享美丽家园。

（应挺刚 林航宇）

吴才平督查“五水共治”时强调

碧水蓝湾也是金山银山

本报讯 昨天上午11时，在漩门
湾大桥（月环桥）施工现场，主桥钢梁最
后一段桥面梁被浮式起吊机的“铁臂”
高高举起，经过半小时的调试，吊装到
位，标志着主桥钢梁成功合龙（如图）。

“主桥钢梁合龙意味着桥体主体
建设已完成，接下去就可以进行桥面
施工了。”中交二公局玉环漩门湾大
桥项目部副经理张雄说。

据了解，月环桥共设计有17个主
梁梁段，重量由 100 吨至 200 吨不
等。此次合龙梁总重约 160吨，梁段
长12米、宽26米。

为了确保合龙梁能顺利吊装到
位，当天清晨6时许，20多名施工人员
便到岗进行前期准备工作，6时 30分
左右，合龙梁从加工厂运至施工现
场，并顺利转移至湖面的浮式起吊机
上，经过固定、检测、调试、吊装等一
系列作业后，成功吊装到位。

据悉，漩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是
我市“五纵五连一环岛”路网规划的
重要组成部分，于 2018年 6月正式启
动施工。其中，主桥采用跨径为 120
米+75米独桥斜拉桥，桥面以上约 50
米，桥面以下约 13米，桥塔高 63米，
桥塔造型为“月环”型钢桥塔，因此被
市民称作“月环桥”。

漩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起于龙溪
镇渡头村顺接滨海大道，在漩门大坝
西侧设大桥跨漩门湾，然后设隧道穿

漩门湾南侧山体，终点下穿S226龙溪
至坎门公路工程，同时设互通与漩门

高架连接，全长 3.394公里。计划于
2021年建成通车。（吕琼雅 刘斌辉）

月环桥主梁成功合龙

沈思维沈思维//摄摄

“手术时注射的剂量还有深浅一
定要特别注意，还要及时观察患者的
反应……”近日，刚刚结束了一台外
科手术的缪金透刚回到办公室，就立
马召集缪金透名医工作室的几位成
员对手术进行总结，以便充实目前工
作室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纳米
炭悬液在甲状腺癌根治术中的应用。

缪金透是市人民医院健共体集
团总院的普外科主任医生，也是缪金
透名医工作室的领衔人，自 3年前名
医工作室成立以来，缪金透带领 5名
成员利用名医工作室在医疗、教学、
科研领域的龙头示范作用，加强自身

学科建设，在临床手术、科研项目等
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为广大市民提供
了优质、安全、高效的医疗服务。

纳米炭悬液在甲状腺癌根治中
的应用就是缪金透和工作室成员们
最近正在研究的课题之一，“经过在
临床上的应用，这个项目我们基本上
就要结题了，目前正在等待成果文章
的发表。”缪金透向记者介绍说，普外
科的甲状腺手术比较多，在手术中使
用该技术可以更清晰地显示淋巴结，
更彻底地清扫病变组织，同时还可避
免手术当中旁腺的损伤。

作为外科主任，缪金透在学科发
展上倾注了无数心血，躬耕普外科领
域近40年，带领工作室的成员们在专
业技术上不断地挑战自我、开拓创
新。他主攻普外科、肝胆外科及甲状
腺乳腺外科的各类手术治疗，也擅长
多种高难度的大手术，工作室成立 3
年来，在他和工作室成员的共同努力

下，成功申报乳腺肿瘤临床诊疗中
心、甲状腺肿瘤临床诊疗中心 2个专
科专病临床诊疗中心，同时积极开展
20多项新技术、新项目的临床应用，
填补了本地区技术空白。

数据显示，缪金透名医工作室成
立 3年来，出院人次分别增长 11.4%、
9.72%、13.24%，周转率、病床使用率明
显提高，平均住院日明显缩短；手术例
次分别增长6.7%、23.31%、39.20%，III
类以上手术例次分别增长 20 .6%、
148.28%、65.35%。

经过 3年的发展，缪金透名医工
作室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工作室
目前拥有主任医师3名、副主任医师3
名。各成员互帮互学，均实现了快速
成长，5人晋级高级技术职称，2人新
担任医院临床副主任或主任。急诊
科副主任郑胜利就是其中之一。“加
入工作室后，缪主任手把手教我们做
手术，经常在临床上给与我们指导，

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我现在在肝胆
外科手术上相比之前会更加精细、更
加成熟。”

工作室的另一位成员张富也在
加入名医工作室后获得较快成长，不
仅从主治医师荣升为副主任医师，在
课题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他
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年轻医生，特别
需要一些参加三级手术的机会，加入
缪金透名医工作室后，自己参加的手
术量有了明显的提高，通过手术的积
累，他为一些课题研究积累了丰富的
素材，3年来，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同
时还获得了我市第二届卫计比赛青
年组外科一等奖。

说起缪金透名医工作室成立的
初衷，缪金透坦言，他希望通过名医
工作室让每一个成员都得到快速成
长，从而带动整个科室业务水平的增
长，进而为玉环的老百姓提供更多更
优质的医疗服务。 路伟凤梁裕哲

缪金透名医工作室：

为市民提供更多更优医疗服务

本报讯 日前，由省委
宣传部和浙报集团联合推出
的“浙江好人榜”2020年5月
名单揭晓。我市文化馆退休
干部黄再青入选“敬业奉献”
好人。

此次上榜共 25例，其中
助人为乐 4 例、见义勇为 6
例、诚实守信3例、敬业奉献
11例、孝老爱亲1例。

黄再青，女，汉族，玉环
人，1928年3月出生，1949年

3月参加工作，1956年 12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楚门
小学、环山小学等学校副校
长，玉环县文化馆党支部书
记、馆长，玉环越剧团党支部
书记等职务，1983年 3月退
休。退休后本色依旧，1986
年至 2014年担任楚门居委
会委员期间，以真挚的为民
情怀滋养着初心，为开展群
众性文艺工作尽心尽力。

（本报记者）

黄再青入选5月浙江好人榜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
四十四次主任会议，重点听
取并讨论了市政府关于市
人民医院创建三乙医院工
作情况的汇报和市人民检
察院关于开展公益诉讼工
作情况的汇报等。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施
红兵，副主任陈学杰、张海
舟、陈云岳、符进友、胡载
彬、林仁斌出席会议。副市
长王超、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姚石京列席会议。

据悉，为打赢医疗卫生
事业翻身仗，我市于2017年
提出创建三级乙等医院的
振兴目标，并于2018年底正
式启动。经过一年多创建
取得了明显成效，市人民医
院于 2019年入选全国县级
医院综合服务能力达标300
强，先后创成国家级胸痛、
卒中中心等，三、四类手术
量在全省 74家二甲综合医
院中排第五。此外，总投资
7.9亿元的市人民医院改扩
建工程正在有序加速推进，
建成后床位数将从现有的
600余张新增到1200张。

自 2017 年 7 月市人民
检察院全面开展公益诉讼
工作以来，共发现公益诉讼
案件线索 200 余件，立案
161件，发出行政公益诉讼
前检察建议 115件，提起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5件，
大格局监督成效明显。

对市人民医院创建三
乙医院工作，施红兵指出，
要明确创建的意义，充分认
识创建三级乙等医院不仅
是医院发展的一件好事，也
是推动全市医疗水平提升
的一个重要载体，更是打赢
医疗卫生事业翻身仗的主
要举措；要正视存在的问
题，认真分析原因，切实研
究解决办法；要加大解决力
度，加大指标破解力度、健
共体推进力度、联动力度，
统筹协调，推进三级乙等医
院创建。

对市人民检察院开展
的公益诉讼工作，施红兵表
示，要有更深的认识，公益
诉讼是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社会各界对此要形成共识；
要有更大的力度，融入经济
社会发展的大局，把握诉讼
重点，着重办理一批有影响
有震慑的公益诉讼大案要
案；要有更强的队伍，提高
队伍专业化水平；要有更好
的平台，建立信息共享、联
席会议等平台，让行政机关
与检察机关更好地互动；要
有更浓的氛围，不断提升社
会公众的知晓度和参与度。

会议还研究确定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专题询问方案；研
究确定了设立人大经济开发区工委事项和玉环经济开发区议
事会制度实施方案；听取了代表与选任工委关于市十六届人
大四次会议期间代表议案建议处理情况的汇报；研究确定了
2020年代表建议督办工作方案及大会议案、重点建议督办方
案；研究确定了2020年7月份工作安排；传达学习了上级有关
精神。 （胡琼晓 罗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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