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勇 吴昕
月冤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袁及时准确
掌握学生体质情况袁提高学生身体素
质袁 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要
求袁10月 23日袁通洋卫生院组织医务
人员为通洋幼儿园学生进行常规健
康体检遥 体检包括身高尧体重尧视力尧
内外科尧口腔科等内容遥 现场医务人
员一边为学生们进行健康检查袁一边
向他们普及健康小知识袁并做好详细
记录袁健全学生健康档案袁确保学生
以最佳的身体状态投入到学习和生
活中去袁 让他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袁并
且能够幸福尧快乐地成长遥

通洋卫生院为幼儿园幼儿体检

射阳卫健

本报讯渊通讯员 何换宇冤自全民健康
体检工作正式启动以来袁 县人民医院组织

野一对一冶 预约群众进行健康体检袁10 月份
更是迎来了 64周岁以下退休职工全民体检
的高潮遥

在体检现场袁工作人员提前进入工作岗
位袁扎实做好准备工作遥 参加体检的居民较
多袁但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遥 为确保体检
质量袁该院严格按照预约尧建档尧选择体检套
餐尧领取体检指引单尧关注健康射阳公众号尧

如约完成每个项目的体检尧指导查看体检报
告尧解答疑问尧给予健康指导及就诊建议的
流程袁整个体检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遥

据了解袁自去年全民健康体检工作启动
以来袁县人民医院已先后完成 30168 人的健
康体检遥所有参与全民健康体检的医务人员
加班加点尧不怕苦累尧尽心服务袁确保全民健
康体检工作高效开展遥

县人民医院开展全民健康体检

本报讯渊通讯员 吴凌冤10 月 21 日袁县二
院医生王斯明在射阳县小学开展预防秋冬季传
染病发生与流行的健康宣教活动遥

在活动中袁 王斯明向该校学生普及了呼吸
道传染病是病原体从人体的鼻腔尧咽喉尧气管和
支气管等呼吸道感染侵入而引起的有传染性的
疾病袁病人或隐性感染者为主要传染源袁主要经
飞沫传播尧也可通过接触传播等知识袁并结合学

校实际情况袁 重点讲解了传染病在学校发生的
主要原因和做好学校预防控制的几点要求袁强
调了学生要加强体育锻炼袁注意补充营养袁避免
受凉袁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休息袁养成良好的个人
卫生习惯袁以增强抵抗力遥

此次宣教活动不仅帮助该校师生了解了传
染病预防和控制知识袁 还提高了该校师生对传
染病的防范意识遥

县二院将传染病防治知识“送进”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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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克成冤近年来袁县交通运输局按照
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袁快速推进乡村旅游景观公路建设袁
全面开发乡村旅游资源袁积极创建省级野四好农村路冶示范
县袁促进乡村公路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遥

强化功能衔接袁构建交旅融合风景廊道遥该局合理构建
县域乡村旅游公路环线袁优化旅游公路线路方案袁积极构建
野快进漫游冶旅游交通网络遥 重点结合日月岛尧阳河湾尧四季
果香园等景区开发袁新建一批景区对外联络路尧景点之间串
联路和旅游资源开发路袁实现乡村旅游公路成网成环尧景点
之间便捷联通曰做好与野四好农村路冶与现代农业园区尧工业

展览馆等衔接袁 将乡村旅游公路打造成为社会美誉度高的
农村公路品牌曰强化工程品质袁提升旅游公路服务水平遥

全面加强品质管理袁完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遥该局完善
旅游服务设施袁与周边旅游景区尧村镇建设相结合袁合理布
设停车区尧观景台尧驿站等交通旅游服务设施袁提供游客集
散尧旅游资讯尧休闲游憩尧应急救助等服务曰强化组织推进袁
全面完成既定目标任务遥

采取措施袁确保全面完成市尧县下达的乡村旅游景观公
路建设任务遥乡村旅游公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袁需要文化
旅游尧城乡建设尧农业农村等各方面广泛参与尧协同推进遥该

局不等不靠袁主动对接相关部门袁合力抓好推进曰排细排实
年度建设计划袁系统谋划袁统筹推进袁高质量尧严要求尧快速
度加快项目建设遥 今年重点实施旅游 1号线 60.75公里海
堤公路的完善提升工程袁建成美丽乡村旅游公路样板路袁提
前启动 5号尧7号线和旅游支线建设袁 确保在 2021年前全
面完成建设任务曰搭建专门班子袁制定督查细则袁全过程尧全
周期尧全方位对项目建设进行督查袁定期印发督查通报袁形
成加快美丽乡村旅游公路建设的良好氛围袁 确保把旅游公
路建成人民群众满意工程遥

县交运局推进乡村公路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克成冤日前袁县交通运输局主要

负责人到江苏赛福探伤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调研走访袁面
对面听取服务对象的意见和建议袁找差距尧解难题尧促发
展遥

到达赛福探伤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袁该局负责人深入
生产车间袁同企业负责人交谈袁详细了解企业在市场销
售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遥 据悉袁今年 1-9月份袁该公司实
现产值 2150 万元袁开票销售 1416 万元袁已实现销售尚
未开票 750万元袁实际销售额达 2166万元袁比去年同期
上升了 14.2%曰实现利税 610万元袁同比上升 10.2%遥 目
前尚有在手合同 1550万元袁 当年可实现销售 680万元
左右袁 预计全年实现销售 2850万元袁 比去年同期上升
7.6%袁 全年可实现利税 800 万元袁 比去年同期上升
8.6%遥

看到该公司迅猛的发展势头袁 该局负责人表示袁今
后企业在生产销售过程中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袁保证随
叫随到袁全方位为企业提供一流服务袁千方百计为企业
解决资金尧用工等困难袁力助企业做大做强遥

县交运局

乐为企业当“保姆”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克成冤连日来袁
县交通运输局积极开展作风建设大排
查袁不断查找全系统作风建设方面存在
问题袁有力促进交通运输系统作风建设
持续向好发展遥

该局在全系统内排查实施行政许
可合不合规袁有没有落实野放管服冶改革
相关部署要求袁该取消的审批有没有取
消袁该下放的权力有没有下放袁该承接
的事项有没有承接袁对符合法定条件的
有没有许可袁在办理行政许可尧实施监
督检查过程中袁有没有索取收受他人财
物或谋取其他利益袁 不执行首问负责尧
限时办结尧服务承诺尧业务办理 AB角等
工作制度袁未按要求使用政务服务 APP,
让群众来回跑尧难办事等情况遥

该局排查行政执法规不规范遥 实施
行政处罚有没有法定依据或擅自改变
行政处罚种类尧幅度等曰有没有违反法
定行政处罚程序袁有没有违规实施自由
裁量权曰有没有违反规定实施执法检查
措施或者执行措施曰有没有未及时使用
江苏运政在线系统录入行政处罚案件曰
有没有不规范使用车载动态监控和现
场执法记录仪等信息系统曰有没有重大
行政处罚决定未执行集体讨论和法制
审核规定曰执法人员有没有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袁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以及参
与经营活动等遥

该局排查履行部门职责有没有不
尽责遥 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到位袁
打折扣尧做选择尧搞变通曰在重点工程尧

重大项目等重点工作推进有没有不到位袁浮于表面袁
敷衍了事袁缺乏实际行动和有效措施曰对社会关注尧
群众关切的难点热点问题有没有解决不到位袁 漠不
关心尧处置不力曰管理制度执行严不严格袁有没有违
反公务接待尧公务用车和公务差旅等规定袁有没有违
反操作规程组织实施招标采购袁 或在招标采购活动
中存在跑风漏气尧违规干预尧吃拿卡要等违规行为曰
野门好进冶野脸好看冶 但 野事难办冶袁 为民服务热线不
野热冶尧投诉不畅袁甚至存在野不敢为冶野不愿为冶野不会
为冶以及机关纪律松驰尧作风散漫等问题遥

该局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大排查袁 对查出来
的问题限期整改袁并组织野回头看冶袁达到作风建设明
显上升的效果袁有力地推动了全系统工作提质尧服务
提效尧形象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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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克成冤为祝福新中国 70华诞袁
激发广大干部职工的爱党爱国热情和创新创业激情袁
再创射阳交通运输事业新辉煌袁前一段时间以来袁县交
通运输局在全系统开展以野庆国庆尧守初心尧担使命尧创
辉煌冶为主题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系列活动遥

该局在全系统选拔 40名工作人员参加县野歌唱祖
国冶歌咏比赛袁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升国旗仪
式遥 组织局机关和全系统各单位中层以上干部尧职工代
表尧 先进典型和劳动模范代表在局办公区大院举行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升国旗仪式袁举办野我和我的祖
国冶读书分享会袁组织全系统工作人员诵读红色经典袁
分享读书心得袁共话成长历程袁弘扬爱国主义传统袁推
进书香机关建设曰举办野我家门口那条路冶摄影大赛袁用
相机记录家门口那条路的变迁袁 彰显人民群众对美好
出行尧美好生活的向往曰举行野守初心尧担使命冶征文演
讲比赛遥 开展野党员示范岗冶创建活动袁每单位推荐 3至
5名党员开展挂牌创建袁 年底前授予一批党员示范岗曰
组织全系统党员干部进行党章尧纪律处分条例尧监察法
知识测试曰开好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党课袁讲学
习体会收获袁 讲运用新思想指导实践和改进工作的思
路举措遥

交运系统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本报讯渊通讯员 朱进 张丽芹冤为扎实推
进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袁筑牢思想防
线袁 充分发挥党员干部表率作用袁10月 22日上
午袁海通镇卫生院组织全体党员及干部职工到县
廉政文化教育馆参观学习袁接受党风廉政教育遥

在讲解员的引领下袁全体党员及干部职工参
观了野文化长廊尧古代廉吏尧警钟长鸣冶等宣传板

块袁现场谈感悟袁认真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
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袁学习廉政法规袁聆听廉
政故事遥 在参观过程中袁大家不时在廉政先进事
迹展板前驻足观看袁在惩贪反腐警示案例展板前
进行对照反思袁深受触动袁从而达到以案说法尧以
案明理尧以案育人的目的遥

海通卫生院组织参观廉政文化教育馆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唐建香冤10
月 26日上午袁县人民医院组织消化
内科尧内分泌科尧骨科尧妇产科的 8
名专家袁 来到新坍镇卫生院开展专
家坐诊尧 教学查房尧 业务讲座等活
动遥

在活动当天袁 专家们为前来该
院预约就诊的患者进行免费诊疗和
健康咨询袁 并组织对住院患者进行
查房袁调整优化治疗方案袁同时对该
院的优质护理工作和归档病例进行
了分析和点评袁提出很多宝贵意见遥

据悉袁该镇有近百名患者在野家
门口冶享受到野射阳名医冶的优质服
务袁 此次活动还有效加强了县镇村
三级医疗交流互动袁 促进了基层医
务人员诊疗技术水平的提升遥

新坍镇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专家服务”

野糖尿病人吃稀饭就像土灶里烧稻草一样袁
一时火旺但不持久袁所以袁餐后容易形成短暂的
高血糖遥 而下一餐前又会出现低血糖现象袁导致
再进食遥如此长时间循环往复袁则因进食过多袁热
卡渊能量值冤增加袁出现肥胖遥 冶

日前袁 合德镇凤凰村 7组 77岁的潘凤兰老
太太袁对合德镇合兴卫生院高年资主治医师王若
愚由浅入深的解说非常感谢院野还是王医师讲的
耶故事爷比喻恰当尧通俗易懂遥 冶

2014年 1月 23日上午袁潘风兰在合兴卫生
院检查身体时发现患有糖尿病遥当时经王若愚治
疗好转袁但由于饮食未注意袁使血糖又升高遥

2016年 1月始袁 合兴卫生院组织医护人员
到辖区内与各村居民进行签约服务遥 2016年 3
月 27号袁 潘风兰因血糖升高袁 导致头昏乏力住
院遥 经王若愚等医护人员精心治疗护理袁恢复健
康遥

王若愚作为凤凰村野医疗服务团队冶负责人袁
每月下乡为签约村居民服务时袁都要到潘风兰老
太家探视遥根据她的病情袁随时调整治疗方案遥诊
疗时袁在谈家常尧讲故事中袁潜移默化地向她灌输
防治糖尿病的健康科普知识遥

现在袁精神矍铄的潘老太高兴地说院野我最喜
欢听王医师讲耶故事爷浴冶的确袁王若愚把健康科普
知识寓教于野故事冶之中袁让老百姓既听得懂袁又
容易接受遥

进入新时代袁立足新方位遥 王若愚把高深的

医学理论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出来袁易被老百
姓接受遥

合德镇凤凰村 4组 44岁的朱恒进袁30多年
前确诊为野先天性心脏病冶遥 2007年 9月 20日因
野蛛网膜下腔冶出血住院袁并接受治疗遥 正常双下
肢水肿尧时常发病的朱恒进袁在村卫生室负责人
黄建兵关心下袁与王若愚联系对症处理袁使之得
以生存尧生活遥

今年 1月 8日尧2月 6日尧3月 15日噎噎王
若愚偕医疗服务团队到凤凰村袁每次都亲自登门
为其诊治袁开具野速尿冶尧野螺内脂冶等药物袁以改善
病者循环袁并咛嘱院野心脏如同人体发动机袁需要
正常维护遥你患有先天心脏病袁更要饮食平衡尧注
意休息尧不受凉尧防感冒尧避免激烈运动噎噎冶

现年 56岁的王若愚袁手机全天候开机袁为在
院住院病人及签约村居民 24小时提供健康咨询
服务遥 几年来袁他脚踏实地参与医疗服务团队服
务社区家庭活动袁 先后为 489户 1735人次预约
门诊袁为残疾人尧五保老人尧严重慢性病患者上门
服务达 355人次遥 从未在农户家吃过一顿饭袁拿
过一样土产品袁始终保持一个党员医务工作者廉
洁行医的良好形象遥

王若愚就是这样在为签约服务村居民边诊
疗边讲故事袁接地气尧得民心尧赢赞誉遥 每到合兴
卫生院野医疗服务团队冶下乡服务送健康日袁凤凰
村等社区百姓都翘首以盼院希望会讲野故事冶的王
医师今天会来遥

王若愚：会“讲故事”的家庭医生
本报通讯员 居文俊

连日来袁县交
通运输局按照上
级要求袁加大道路
运输安全监管力
度袁狠抓运输车辆
超载行为袁从源头
上杜绝超限装载
的违法行为袁强化
野两客一危冶 道路
运输安全管理袁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和财产安全遥
王克成 摄

图淤检测货车装载重量

图于检查客运车辆运载人数

图盂开展路警联合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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