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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通过12345政府热
线，市民反映问题越来越方便，
但同时对相关职能部门来说是
一项很大的挑战。如市城管行
政执法大队，一直是问题的重点
对接单位，在今年过去的 7个月
里，共接到热线工单 911 件，平
均每月需处理 130 余件。在他
们看来，处理问题并不难，头疼
的是事后如何能防止再发生，尤
其是一些占道经营、违法建设、
噪音污染和油烟污染等问题，往
往是执法人员前脚刚走后脚就
又恢复如初了。目前，执法大队
正在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一些
处理方案，尽可能地让一些老大
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同时也
希望市民能够集思广益，及时提
供好的想法和建议。另外，广大
市民是这座城市的主人，呼吁大
家在严以律己的同时，也能够肩
负起监管的职责，发现问题立即
举报，共同维护城市的美好环
境。

热点问题一：违法建设

据市城管行政执法大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今年 1至 7月
接到 12345 政府热线的所有工
单中，违法建设类占的比重最
大，共有 273 件。其中，城区出
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小区违建。

“比如顶层住户占用楼顶
公共空间建阳光房、边户私自加
盖铁皮屋等，这些问题处理起来
都比较棘手，因为我们接到通知

时，往往已经基本甚至完全建成
了，如果强制拆除，势必会引发
极大矛盾，造成不好的影响。”执
法人员说道，这类问题往往包含
了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历史遗
留问题，如果强行执法，往往会
适得其反，“比如顶层住户，在楼
顶出现漏水的情况下，希望通过
在楼顶建阳光房来解决这一问
题，而此事往往也得到了物业的
准许，所以当有其他居民向我们
反映这件事时，我们会很被动，
不好处理。”

执法人员认为，小区里的
事，物业应承担主要管理职
责，执法部门可以给予配合，
许多事如果从苗头出现时就将
其解决掉，就不会留下隐患，
给后续的处理和执法造成困
难。因此，针对此类问题，执
法人员认为，及时发现及时解
决是关键。

热点问题二：占道经营

在市民反映的所有问题
中，占道经营也是比较突出的问
题，共有 198件。而制造这些问
题的主要是流动摊贩，另外还有
少部分商家在店外设摊从而影
响了通行。

“在面对这类问题时，我
们一般都是立即赶到现场，发
现情况确实存在后，先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然后责令整改，
并暂扣其经营工具。”执法人员
告诉记者，事后他们也会安排

人员对一些重点地段进行错时
定点管理，防止同样的情况再
发生。不过，在人力有限的情
况下，很难做到全方位监管，
而且像这样的举报也经常会存
在一定的滞后性，执法人员到
场时往往会扑空，导致浪费了
不少的时间和精力。

对于此类问题，目前执法
大队还是着重于加强宣传教育
和执法监管，一方面希望提高
部分商家的自觉性，另一方面
借惩罚查处起到一定的威慑作
用。

热点问题三：噪音污染

噪音污染也是目前让执法
部门感到非常头疼的问题，截至
7 月份，今年他们已经收到 185
起投诉，而且相比占道经营直接
了当的处理方式，噪音类问题处
理起来会比较麻烦。

“7月份，开泰苑小区一家
门面房在经营时使用高音喇叭
叫卖，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
活；还有在华南桥附近，有人每
天晚上 7 点至 8 点之间敲锣打
鼓；另外还有工地施工时间过
早，导致噪音扰民等，这些问题
处理起来都相对比较简单，只需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法》规定，依法叫停、整
改、查处。”然而，让执法人员无
奈的是，这些却并非眼下比较集
中的问题，市民真正反映最多的
其实是广场舞噪音扰民问题。

“对于广场舞，目前我们也
没什么好办法，基本上就是劝说
当事人降低音量，因为确实没有
相关的执法条例可以参照，所以
只能以劝说为主，但其实效果并
不好。”执法人员说道，特别是一
些人不听劝的人，甚至会拿着话
筒高声反驳，导致周围其他跳舞
群体也跟着无视执法人员的劝
告。

不过，记者了解到，经过
一段时间的反复讨论，目前执
法大队已经初步研究了一套方
案，首先会对全市广场舞群体
进行摸排统计，并做好相关登
记工作；然后联合环保部门共
同执法，对时间段和分贝控制
制定标准。“最理想的做法是，
所有广场舞群体都使用对分贝
有控制的音响，可以由政府统
一采购，这样在执法时，我们
只需辨别对方用的是不是标准
音响就可以了。”相关负责人说
道。

市民应增强主人翁意
识共同参与城市管理

就目前情况而言，来自
12345政府热线的市民投诉量给
执法大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为
此，他们一方面和热线办工作人
员进行沟通和交流，以提高办事
效率，另一方面则是严格要求自
己。“在接到 12345 政府热线的
交办单后，目前我们要求，一般
情况下必须在包含双休日的 4

日内做出回复，其中调查经过、
现场处置情况及法律依据、处置
结果都必须写明，同时还要附上
处置前后的现场对比照片。”相
关负责人表示，尤其是对于涉及
其他部门职能相关的问题，执法
人员在回复时必须注明相应的
法律依据以及建议相关部门处
置的部门名称，防止出现推诿现
象。

采访时，有执法人员坦言，
通常难解决的老大难问题都是
一些容易反复出现的问题，这
时，不仅需要执法部门加强执
法、监督，相关部门也应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当没有执法条例
可以参照的时候，我们对当事人
只能以劝说和教育为主，希望尽
可能地以沟通和协商的方式解
决问题。”该负责人说道，如果法
律法规健全，他们可以对违反城
市管理规定的人进行记录，对再
犯者给予严惩，随着惩罚力度的
一次次加大，相信当事人势必会
严格要求自己。

在执法人员看来，其实管
理城市更重要的还是广大市民
的支持和配合。“广大市民是这
座城市的主人，应该肩负起相应
的义务和职责，在做到自觉遵守
城市管理规定的同时，再对身边
的人和事进行监督。”相关负责
人表示，另外，对于城市管理中
的一些难题，如果市民有好的想
法和建议也可以及时联系他们，
大家一起为建设美好家园出谋
划策。

在今年过去的7个月里，市城管行政执法大队共收到12345政府热线派发的市民投诉911件，问题
主要集中在违法建设、占道经营和噪音污染，而这些问题往往还会反复出现——

城市三大管理难题，如何破解？
本报记者 贺丽华 通讯员 朱向阳 眭维佳

医师节，走近丹人医医者典范 策划/组稿：
丹阳市人民医院宣教科

戎国祥，丹阳市人民医院心胸
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
镇江市心胸外科专委会候任主委，
江苏省医学会普胸食管学组委员，
镇江市胸外科医疗鉴定专家库成
员。1992年至2015年4月在镇江
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心外科工作，先
后赴上海长海医院、北大第二附属
医院、上海中山医院、西安西京医院
深造。2014年获得镇江市首批腔
镜技能培训师资格。2015年通过
人才引进来到丹阳市人民医院任
心胸外科主任。去年被评为丹阳
市人民医院“白求恩式好医生”。

2015年12月，戎国祥收治了一
位六十二岁、有严重风湿性心脏病
的患者。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开展
了丹阳首例严重风湿性心脏病患
者的手术。术前他组织全科反复
讨论患者病情，精心制定手术方案，
充分做好术前准备，终于带领心胸
外科团队成功完成了我市首例体
外循环下心脏直视手术，让“丹阳不
能做直视下心脏手术”成为历史。
手术后，戎国祥主任寸步不离地守

护在病人身旁监护病情，连续一个
星期都没回家。爱人给他送饭时
看到他一脸憔悴，胡子拉碴，很是心
疼，但也已经习以为常，因为每次只
要有大手术，他都是几天几夜不回
家。

首例心脏手术的成功开展，开
创了丹阳市心胸外科的先河，也使
丹人医心胸外科团队有了更大的
信心。在戎国祥的带领下，又成功
抢救了被剪刀刺伤的心包大量积
血、心包填塞的17岁少年；为左心
房内粘液瘤患者成功施行了体外
循环下左房粘液瘤切除术；为主动
脉夹层动脉瘤患者施行经股动脉
穿刺主动脉带膜支架植入术；为心
脏冠状动脉堵塞90%以上的患者成
功搭桥；继而又开展了心脏二尖瓣
置换合并房颤射频消融术、房缺修
补术、心房粘液瘤摘除术、瓣膜置换
术、二尖瓣成形术等一系列国内先
进技术，所有心脏手术患者无一例
并发症发生。普胸方面也完成了
肺癌支气管袖状切除、肺动脉成形
等高难度手术。

2016年4月，市人民医院急诊
室收治了一位被剪刀刺伤的17岁
少年，经检查提示，心包里有大量积
血，且心包填塞。经戎国祥主任紧
急会诊后，考虑患者随时可能因心
跳骤停而死亡，需立即手术。心脏
破裂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外伤，由于
在血泊中视野不清楚、空间相对狭
小，心脏的触动对患者血液动力学

影响较大、容易引起低血压和心跳
骤停等。因此，在心脏跳动、有血流
的状态下，对心脏破裂伤者进行手
术修补，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戎
国祥主任立即为其进行了心脏外
伤破裂修补术，因抢救及时，患者脱
离了生命危险。

2016年5月，一女士突然感到
胸闷心悸，经检查，确诊为左房内粘
液瘤。得知自己心脏上长了肿瘤，
病人及家属非常恐惧。戎国祥主
任耐心地与患者及家属沟通病情，
告知详细诊疗方案。最终，病人和
家属决定在院内行心脏手术。经
过3个多小时的紧张奋战，在全麻
下成功施行了体外循环下左房粘
液瘤切除术。2016年，戎国祥带领
他的团队成功开展了“心脏二尖瓣
置换合并房颤射频消融术”和“为主
动脉夹层动脉瘤患者行经股动脉
穿刺主动脉带膜支架植入术”两项
丹阳地区心脏新手术，该两项技术
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填补了我市
在该领域的空白。

2017年5月，患冠心病多年的
唐某，已70岁，胸闷胸痛的症状明
显加重，冠脉造影显示心脏冠状动
脉三支主要的供应血管堵塞在90%
以上，随时面临着心梗甚至猝死的
风险。该病人得知市人医已成功
开展了多例体外循环心脏手术，而
且作为引进的专家，戎国祥主任曾
在三甲医院承担心脏手术多年，毅
然决定在市人医手术。以戎国祥

为首的心胸外科团队历经3个多小
时，成功地为唐某的心脏搭了三根
桥，挽救了唐某的生命。

最近，一名14岁少年亮亮（化
名）不幸患上了“鸡胸”，给其健康成
长带来诸多困扰。戎国祥胸心外
科团队在接诊后，为其做了鸡胸矫
正钢板置入术，开创我市首例胸廓
畸形矫正手术，手术取得了立竿见
影的效果。并且，因手术创口小、恢
复快，术后6小时亮亮即可下床活
动，成功使亮亮康复。

2015年以来他带领他的心胸
外科团队先后成功开展了体外循
环下心脏手术：房缺修补术、心房
粘液瘤摘除术、瓣膜置换术、二尖
瓣成形术、冠状动脉搭桥术，还开
展了DSA下胸主动脉夹层覆膜支
架腔内隔绝手术、胸腔镜房颤射
频消融术。所有心脏手术患者无
一例并发症发生。普胸方面完成
了肺癌支气管袖状切除、肺动脉
成形等高难度手术。常规开展胸
腔镜下肺癌根治术、食管癌根治
术。在他的带领下目前年手术量
达到250台左右。

对每一位患者，他都亲自一天
两次的查房；每次大手术，他都守护
在病人床旁，几天不回家。对经济
困难的病人，总是尽力为病人节省
费用。他说：不是每个病人都有实

力去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看病的，能
帮一点是一点。他经常教育年轻
医生“要多与病人沟通，多为病人着
想”。经他手术的病人几乎没有并
发症发生。他从点滴做起，视病人
如亲人，赢得了病人的理解与尊
重。他还积极参加医院组织的各
种义诊活动，以认真负责的工作作
风和热情耐心的服务态度赢得了
同事、患者的好评。

戎国祥在医生这个岗位上踏实
认真地奋斗了整整27年。他坦言，
心脏外科手术充满了挑战性，在当
前复杂的医患关系背景下，医生与
患者间最好的关系就是相互信任，
患者愿意躺在我的手术台上，就是
把命托付给了我。医生尤其是心
外科医生必须有强大的内心！面
对手术的高风险，我们不仅要有精
湛的医术，还要有勇于担当的精神，
才能更好地救治患者。

孙红娟 溢真

刀尖，在心脏上“起舞”
——走近丹阳市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戎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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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18 日电
记者从国家禁毒委日前召开的
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推进视
频会议上获悉，全国禁毒示范
城市创建活动取得阶段性重要
成果，2018年，全国 109个禁
毒示范城市共破获毒品案件3.5
万起，占全国破获毒品案件总
量的3成。

2018 年 1 月，国家禁毒委
部署开展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
建活动，要求充分发挥禁毒示
范地区典型引领作用，以点带
面促进全国禁毒工作深入开
展。根据各地自主申报、逐级

审核，广东省中山市、云南省
昆明市等 109个地市入选禁毒
示范城市创建名单。

据悉，一年多来，通过全
面落实禁毒责任、深入开展综
合治理，禁毒示范城市创建活
动取得明显成效。 2018 年，
109 个禁毒示范城市共抓获毒
品案件犯罪嫌疑人4.5万名，占
总人数的 4 成；缴获毒品 38.8
吨，占缴获总量的5成。

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公安
部反恐专员刘跃进表示，做好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庆安保维
稳工作，是全国禁毒部门的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对禁毒
示范创建成效的一次实战检
验。各地特别是开展示范创建
的 109个城市要深刻认识禁毒
示范创建的重要意义，从严从
细从实抓好各项工作措施落
实，严防发生各类涉毒违法犯
罪案件，最大限度减少毒品社
会危害，最大限度消除涉毒风
险隐患。

根据部署，各地要切实作
表率当示范，堵截境外毒品渗
透，遏制境内毒品制造，深入
推进破案攻坚，坚决把毒品违
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

去。要落实动态管控和收戒措
施，规范强制隔离戒毒，完善
戒毒康复模式，最大限度减少
毒品社会危害；要推进全民特
别是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大
力倡导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
念，在全社会形成自觉抵制毒
品的浓厚氛围；要深入开展排
查清理，创新完善监管措施，
强化新型毒品管控，严防易制
毒化学品流失；要落实禁毒工
作责任，完善毒品治理体系，
确保创建活动全面、健康、深
入开展。

新华社南京8月 18日电
自动躲避障碍、路口自主决策、
应急人工接管……17日，一辆
半米高的白色小车在南京江北
新区国际健康城“上岗”运行，
当天苏宁物流正式启用这款
5G无人配送车，为智慧零售的

“最后一公里”升级。
周末来公司加班的史先

生，用手机下单后，苏宁小店售
货员孙荣荣把饮料放到无人车
里，设置好开箱密码，无人车就
上路了。仅用 5分钟，无人车
就把饮料送到史先生的公司附
近，通过短信提醒他下楼取货，

临走前还用人工语音对史先生
说：“再见啦，记得想我哟。”

苏宁物流集团物流研究院
主任凌云飞介绍，这款5G无人
配送车是“卧龙一号”的升级
版。去年4月，苏宁推出的“卧
龙一号”无人配送车在南京实
测成功，随后在北京、南京、成
都三地实现常态化运营。

“相较于第一代‘卧龙一
号’，这台车的自动驾驶性能
得到大幅提升，能够自主通过
红绿灯路口，而且速度更快，常
规平均运营速度 8公里/小时，
最快可达 15公里/小时。它还

能发现 100米外的障碍物，并
进行规避。”凌云飞说。

在无人配送监控中心，一
名技术员正在查看无人车的实
时状态。“无人车遇到问题，或
者长时间停止不动的时候，后
台会提醒技术员实施人工接
管，利用 5G的大带宽、低时延
特性，我们能够手动将无人车
驶出障碍路段，解决问题后再
切换回无人驾驶模式。”凌云飞
表示，未来，一个监控中心可以
控制数百辆无人车，实现无人
车与电梯、门禁等更复杂的场
景互联互通。

新华社成都8月 18日电
据成昆铁路“8·14”山体垮塌抢
险救援指挥部消息，在四川甘
洛县苏雄乡埃岱村成昆铁路甘
洛段“8·14”山体垮塌搜寻现
场，已搜寻到 4具疑似失联人
员遗体。

8月14日12时44分左右，
位于四川凉山州甘洛县的成昆
铁路凉红至埃岱站间突发数万
方高位岩体崩塌，导致线路再
次中断，现场 17名抢险人员失

联。
四川省、凉山州和甘洛县

三级抢险救援工作组会同铁路
部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全力加大搜寻救援力度，扩大
搜寻面，特别是加强了对山体
垮塌被掩埋铁路涵洞点位、山
体垮塌对岸的尼日河右岸点
位、尼日河下游沿河两岸的搜
寻救援工作，先后共投入消
防、矿山救护队等救援力量
750 人，出动救援机械设备 52

台，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设备
18台。

截至17日17时，垮塌现场
已搜寻到了4具疑似失联人员
遗体。其中，在山体垮塌被掩
埋的铁路涵洞点位搜寻到1具
遗体；在山体垮塌下方尼日河
右岸点位搜寻到3具遗体。

目前，找到的 4 具疑似失
联人员遗体已运往甘洛县殡仪
馆，公安部门正在对遇难者身
份进行核实确认。

世界海拔最高的大型综合海洋馆在高原古城西宁开馆
18日，世界海拔最高的大型综合海洋馆在高原古城西宁正式对外开放，开馆当天就吸引了8000

多位市民前来观赏。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中
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最美医
生”……近年来涌现的一批优秀卫
生健康工作者的故事让人们了解
到，美好健康生活的背后是“白衣
天使”们默默地守护。18日召开的

“中国医师节”庆祝大会提出，要大
力实施医学人文精神培育，在全社
会倡导敬畏生命、崇尚医学、尊重
医生、关爱医生的良好风气。

“糖丸爷爷”顾方舟、扎根边疆
47年的庄仕华、精于传染病护理的
王新华……这些全心全意为人民
健康服务的好医生、好护士，引发
数百万网友点赞。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宣传司有关负责人说，发掘
好、展现好他们的精神和故事，将
带动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在新时
代建功立业，涌现出更多优秀的百
姓健康守护者，让我们的卫生健康
工作更有力度、医疗服务更有温
度。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表
示，设立“中国医师节”是党和人民
给予医务人员的特殊荣耀，也是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中国医师协会
将以此为契机，大力实施医学人文
精神培育，引导广大医生科学行
医、依法行医、文明行医、廉洁行
医，在全社会倡导一种“尊医”的文
化，推动医生权益保障机制的落
实，进一步促进医患关系和谐。

今年“中国医师节”的主题是
“弘扬崇高精神，聚力健康中国”。
据悉，我国现有注册医师360.7万
人，乡村医生138万人，撑起了世
界上最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已启动的健康中国行动呼吁全方
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得到了广
大医务工作者的积极响应，并开展
了一系列“健康中国·医师行动”活
动。2019年“中国医师节”庆祝大
会暨第三届中国医学人文大会由
中国医师协会主办。

新华社台北8月 18日电
根据台湾气象局最新消息，18
日 12时 5分花莲发生规模 4.8
级地震，地震深度 5.0公里，震
央位于花莲县政府南偏西方
27.8公里（花莲县寿丰乡），花
莲县矶崎最大震度5级。

资讯还显示，南投、台东、
台中等地震度为 2级，宜兰等
地震度为1级。

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消息，
18 日 12 时 05 分，台湾花莲县
（北纬23.74度，东经121.57度）
发生 5.0级地震，震源深度 6公
里。

截至记者发稿时，尚无人
员伤亡消息。

新华社福州8月 18日电
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
局 18日通报，该局近期接到报
警，福建某运动用品公司收到
由美国联邦快递公司承运的
一美国客户寄出的快递包裹，
内有枪支。目前，福州警方已
将枪支暂扣，并开展立案调
查。

大熊猫兄弟的
“生日派对”

8 月 18 日，大熊猫舜舜在
享用“生日蛋糕”。当日，大熊
猫贡贡和舜舜在海南热带野生
动植物园迎来 6 周岁的“生日
派对”。大熊猫贡贡和舜舜来
自四川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
心，2018年11月10日来到海南
省海口市。

109个禁毒示范城市破获全国3成毒品案件

台湾花莲发生
地震
尚无人员伤亡

美国联邦快递
公司承运来华
快递涉枪
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

2019 年“中国医
师节”庆祝大会倡
导尊医、爱医

成昆铁路线四川甘洛县山体垮塌现场：

搜寻到4具疑似失联人员遗体

5G无人配送车助力智慧零售升级
“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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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调人员8年不交
党费被除名
相关党支部负责人被处理

新华社长沙8月18日电 一
个教师借调外单位工作长达 12
年，期间8年多没有交党费，即使在
正式调入借调单位后仍不交党费
……据湖南省茶陵县纪委监委日
前通报，该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
尹美林被党内除名。

茶陵县纪委监委调查发现，
2005年7月，茶陵县火田中学教师
尹美林借调到县交通运输局，至少
从 2010年起，尹美林既未在原单
位交党费，也未在借调单位交党
费。2017年6月，尹美林正式调入
县交通运输局后，仍未交党费。经
认定，从 2010年 1月至 2018年 8
月，一共104个月，尹美林都没有
交党费。根据有关规定，党员如果
没有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交党
费，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2019年
5月，尹美林被党内除名处理。

时任火田中学党支部书记的
谭某、组织委员龙某，对尹美林未
按时交党费没有及时提醒，对尹美
林长期不交党费问题未及时处理，
两人均受到批评教育处理；县交通
局党总支书记刘某和时任交通局
机关党支部书记谭某，对支部党员
管理不严、业务不精，均受到书面
诫勉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