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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矿总医院之窗徐矿总医院之窗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许虹月

丢失声明

本报讯（实习记者 尹鸿博）近日，张双
楼矿结合持续深化“三讲”教育，实施三年培
养计划，围绕“崇廉、护廉、守廉”打造“育廉
工程”，帮助年轻干部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养成依法依规办事和廉洁自律的习惯，形成
正确、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职业取向，努力
培养一支“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
的年轻干部人才队伍，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

大力开展“崇廉工程”，增强廉洁自律
意识。该矿强化政治引导，通过组织生活
会、学习研讨等形式，在年轻干部人生起步
阶段加强纪律规矩教育，让年轻干部头脑
清醒、立场坚定；强化廉洁教育，将廉洁教

育作为新提拔年轻干部上岗第一课，激发
年轻干部对爱岗敬业、干净干事、清白做人
的思考，增强年轻干部的纪律规矩意识；强
化文化引领，组织开展廉洁文化和家风文
化系列主题活动，引导年轻干部“学思践
悟”;强化业务指导，各党支部推荐政治素
质高、业务技能精的管理干部担任年轻干
部指导老师，加强教育指导，及时引导和提
醒年轻干部防范化解在日常工作中的各类
廉洁风险。

大力开展“护廉工程”，强化权利制约
监督。该矿强化警示教育，组织开展“到实
地、看实景、听实例”活动明高线、划底线，
明确基本标准、树立行为规范；强化内部制

约，融合内部惩防体系建设等工作，加强对
年轻干部在工作管理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制
约和监督，出具廉洁意见书，建立“育廉档
案”，扎牢“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笼
子；强化日常监督，各党支部落实谈心谈话
制度，定期开展年轻干部谈心谈话，对出现
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约谈提醒，抓早
抓小、防微杜渐，有效疏导年轻干部的思想
顾虑和心理压力；强化外部监督，通过签署
家属助廉倡议书、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监督
员走访、“八小时以外”监督等活动，帮助年
轻干部净化社交圈、朋友圈、生活圈，让年
轻干部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自觉做
到清正廉洁。

大力开展“守廉工程”，加强纪律作风
建设。该矿结合持续深化“三讲”教育，强
力推动整章建制、标本兼治，动态保持制
度的适用性、时效性和科学性；强化作风
建设，从讲政治的高度，以“带头抓”和“带
头做”为抓手，加强对年轻干部的管理；强
化纪律建设，加强年轻干部纪律意识培
养，坚持挺纪在前、纪严于法，切实保持违
纪必究、执纪必严的强大震慑，营造风清
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健全激励机制,开
展“育廉好干部”评选表彰，坚持把能力
强、业务精、作风硬的优秀年轻干部放在
关键岗位锻炼，激发年轻干部干事创业活
力。

天边浅浅露了鱼肚白，淡云渐
现身影。远眺，薄雾搂了青黛；近
看，柳色绕着江水……我不由弯了
嘴角，这是日夜到我梦里来的，总让
我叹息着怀念的“富春山水”。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
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我总
觉着这很适合描绘我的家乡——杭
州市富阳区。时光变迁，江畔柳色
渐渐失了色彩，大型烟囱春笋般“涌
现”，日夜不息地吞吐“云雾”。改革
开放以来，杭州市富阳区抓住发展
机遇，大力发展造纸工业，“造纸之
乡”的招牌擦得锃亮。但这招牌背
后，却是另一番景象：街头巷尾随处
可见拉着白板纸的三轮，高矮不一
的工厂浓烟滚滚、恶臭阵阵，出水管
道不断地向外吐着黑水……

牺牲环境换取发展的路子注定
走不远，随着环境日趋恶劣，居民们
被迫饮用不合格的水，导致居民癌
症、发育不良的发生率大幅度提高；
严重的空气污染，导致越来越多居

民患上支气管病；营商环境持续恶
化，企业大量撤离，富阳区渐渐失去
了昔日的活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
了加强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重现绿
水青山，近几年来，富阳区积极推进

“五水共治”行动，加快经济转型，引
导造纸工业产业升级。至2019年底，
已有300余家造纸厂被强制拆除，仿
佛一夜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造纸厂真的消失了吗？是，但
没那么快。

很多小公司“改头换面”，悄然
搬到城市边缘的郊区，继续“发光发
热”，排污水、排废气，反正“天高皇
帝远”，昧着良心还可以赚上几年黑
心钱。大家心里清楚：小作坊、小工
厂就像是口香糖，不可能一下子被
铲除干净。

好在，政府的决心坚定、治理的
力度不减，我们能清楚的感受到，造
纸“雾”正在“飘散”，蓝天白云、绿水
青山正重新回到我们身边。

遭遇严重车祸，刘先生一度危在
旦夕。

在当地医院救治后，危重伤情没有
缓解，刘先生被紧急送到徐矿总医院。

徐矿总医院创伤救治中心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相关科室专家迅速到
位，救治绿色通道及时开启。经过多
个科室专家的协同努力，刘先生终于
转危为安。

气管插管三天，却无法脱机
刘先生，30多岁。车祸后，刘先

生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急救，经过三
天治疗，刘先生的伤情没有缓解，胸
腔内引流还在持续，更令人担忧的
是，刘先生无法脱机。呼吸机一旦移
开，刘先生的呼吸指数立即下降，并
伴有明显的烦躁表现。

在当地医生的建议下，家人立即
把刘先生转送至徐矿总医院。

查明：一侧肺部被撞裂
在急救车抵达徐矿总医院前，相

关信息已传送
到该院创伤救
治中心值班医
生手中，创伤应
急救治机制立
即启动。包括
急诊、骨科、呼
吸科、胸心外
科、影像科、介

入科在内的多个科室相关专家立即
就位，危急重症患者救治绿色通道也
同步开启。

刘先生抵院后，各项检查立即启
动。

“重点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为什么
引流管还在持续出血？这说明胸腔内
有创伤。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无
法脱离呼吸机？这说明，伤者的肺部
很可能遭受了重度创伤，或者是呼吸
道不通畅。”徐矿总医院院长助理、大
外科主任、创伤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黄
继江分析说，鉴于伤情，刘先生不具备
移动到影像科检查的条件，他们立即
安排了床边机为其进行探查。

探查结果令人担忧。“伤者的左
主气管内有血块堵塞，更棘手的问题
在于，他的左侧肺叶已经不扩张了。”
黄继江分析说，这是导致刘先生无法
脱机的主要原因，但问题不止于此，
由于引流管还在持续出血，胸腔内还

有其他出血点的可能性非常大。
刘先生受伤已经三天了，如果不

及时处理，很可能会出现其他意外情
形。

时间紧迫，手术需要立即进行。
手术室早已准备就绪。首先要

处理的是刘先生左主气管内的血
块，通过气管镜，呼吸科医生顺利将
血块清理出，畅通了气管。接下来
要做胸腔探查，由黄继江主刀。打
开胸腔后，黄继江的预判被证实，刘
先生断裂的肋骨下，左侧肺叶呈现
明显的离断情形。断掉的肺叶被切
除后，胸腔内的出血立即被止住
了。接下来，骨科医生上台，为刘先
生施行断裂肋骨治疗的手术。

救治很成功。手术结束后，刘
先生的呼吸功能恢复，并顺利脱机。

接下来，刘先生还需要继续在医
院恢复一段时间，等待具备出院条件。
创伤救治中心：创伤救治“快捷方式”

黄继江总结说,刘先生的成功
救治，离不开创伤救治中心科学、规
范、快捷的救治机制。

近年来，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
进程的加快，我国各类创伤事件的
发生率显著增加。

重度创伤高发，但有效救治率
普遍偏低，这是为什么呢？黄继江
认为，这是因为存在院前急救不规

范、院前转运时间长、院前救治和医
院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等问
题，尤其是大多数医院没有设置专
业的创伤科，严重创伤、多发伤患者
的救治分散到各个专业学科，缺乏
整体的救治流程及专业团队，导致
多发伤的救治能力及效果远远低于
一个整合专科的医疗水平。

提升有效救治率，需要在快速
转运患者的基础上，实施多学科联
合的整体性救治措施。为此，徐矿
总医院创伤救治中心应运而生。

创伤救治中心以该院急诊科为
中心，集神经外科、胸心外科、普通
外科、骨科、泌尿外科、口腔颌面外
科、耳鼻喉科、烧伤整形外科、影像
科、介入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科、输
血科和康复治疗科等相关科室为一
体，主要承担对本地创伤患者及其
他医疗机构转诊的创伤患者的救
治，并负责对本地其他医疗机构实
施创伤救治工作进行业务指导、技
术培训及相关预防宣教工作。

“徐矿总医院创伤救治中心实
行了双向转诊制度、急诊绿色通道
管理制度、急诊急危重症优先处置
制度、急诊与病房服务接口管理制
度，最大限度地提高重度创伤患者
的救治水平和效率。”黄继江介绍
说。 （矿总宣）

本报讯（通讯员 叶成楠）自基层党支部换届选举启动以来，
江苏省能投公司纪委坚持挺纪在前，“关口”前移，细化相关工作
事项，层层压实监督责任，确保基层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平稳有
序。

纪律宣教到位。该公司充分利用党委中心组、“三会一课”
等时间，及时传达学习中纪委、中组部关于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
文件精神，突出做好“九个严禁、九个一律”纪律要求的宣传贯
彻。

安排部署到位。制定下发《关于做好基层党支部换届选举
工作的通知》《关于严肃基层党支部换届工作纪律的通知》，明
确12项工作清单和11项具体纪律要求，坚持关口前移，深入
了解基层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前期准备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困
难，重申换届纪律，摸清思想动态，排查问题线索，为换届选举
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监督检查到位。设立监督举报电话、邮箱，24小时接受监
督举报，及时受理和核查违反换届纪律的举报问题，发现一起、
严查一起，坚决做到“露头就打”，形成高压震慑，以铁的纪律保
障基层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圆满顺利完成。

本报讯（通讯员 杨帆）近年
来，江苏华美热电公司纪委聚焦监
督基本职责，紧盯物资采购多、工
程建设项目多、伴生廉洁风险多的

“三多”现象，充分发挥日常监督
的约束作用，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该公司纪委围绕核心业务，
按权力运行流程和业务流程全
面梳理排查，辨识、评估廉洁风
险等级，确定了项目招标、合同

签订与执行、废旧物资处置、计
量管理等高等级风险点，并列入
专项督查内容。瞄准业务量大、
涉及资金多、重要岗位集中、内
在廉洁风险高的煤炭采制化、物
资采购和工程建设等领域，加大
监督监管力度，有效促进权力规
范运行。

去年以来，该公司纪委先后
对煤炭采制化及计量制度执行
情况，物资采购招投标、验收等

开展了“嵌入式”专项督查，发现
存在问题 48 条，对问题部门下
达《廉洁风险告知书》2份、《监察
建议书》6份，推动公司修订完善
《采制化监督考核管理办法》《招
标管理办法》《评标人员管理办
法》等 6 项制度，并追责问责 15
人次，不仅有效堵塞了管理漏
洞，也警示教育业务部门相关人
员自觉提高规矩意识，守好廉洁
自律防线。

这种“快捷方式”及时高效！ 纸“雾”正“飘散”

江苏省能投公司

“三到位”严把纪律关

本报讯（通讯员 冯秋亮）今年来，华美建设投资集
团纪委聚焦企业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工程建设等中心
工作，强化廉洁教育、作风监督、政治监督，为企业转型
发展保驾护航。

加强廉洁教育，筑牢思想防线。该公司结合持续深
化“三讲”教育要求，组织开展“三讲五心”交流研讨，向
各级党员干部公开讲党课等活动，营造正气充盈的干事
环境。紧扣反腐倡廉主题，抓住传统节日这个关键，开展
廉洁短信、微信征集、廉洁家书征集评选等活动，筑牢廉
洁教育防线。利用政工例会等时间，组织各级负责人集
中学习《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
的若干措施》等文件，并组织考试，以此推动党员干部提
高政治觉悟。

强化作风监督，助力中心工作。该公司组织对工程
建设领域中突出的计划进度滞后、工程质量欠佳等问题
进行监督检查。新美建筑公司纪委在徐矿城二期项目部
开展了“加强作风建设，提高工作质量，促进工程施工”
专项督查活动，对造成工期延误的16人次进行了通报及
经济处罚。

强化政治监督，扎好制度“篱笆”。该公司针对日
常监督中发现的问题，针对性完善制度建设，不断堵
塞管理漏洞。徐州长城基础公司组织公司机关和各
基层单位 262 名在岗职工共同编制了岗位权责说明
书，进一步明确岗位责任，完善工作职能，为规避廉洁
从业风险，改进干部职工工作作风提供了监督依据；
围绕工程招投标、合同签订等环节，梳理廉洁风险点
5 条，对防控措施进行了完善，切实做到抓早抓小。

华美建设投资集团

聚焦中心护航转型发展

张双楼矿

“育廉工程”为年轻干部扣好“第一粒扣子”

华美热电公司

强化日常监督 守牢自律防线

徐矿报业传媒公司持续推进廉洁文化阵地化、精品化、特色化建设，进一步营造浓厚廉洁文化氛围。图为
该公司职工在廉洁文化阵地读书学习。

实习记者 尹鸿博 摄

●马在民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L975F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丢失，
声明作废。
●王广伟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C327J车辆的车牌、行驶证丢失，声明
作废。
●靳雪明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E3644车辆的合同履约保证金收据
丢失，票号：7021486，金额：10000.00元，日期：2017年4月28
日。声明作废。
●苑春艳因不慎将车号为津KD8973车辆的行驶证丢失，声明作
废。
●马静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EG251车辆的车牌、行驶证、登记证
书丢失，声明作废。
●胡冰因不慎将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销售人员的执业证丢失，身
份证件号码：320305197101230417，声明作废。
●李海侠因不慎将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销售人员的执业证丢失，
身份证件号码：32032319720804502X，声明作废。
●徐州市光大运输有限公司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A726挂车辆
的车牌、行驶证丢失，声明作废。
●徐州市光大运输有限公司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A718挂车辆
的车牌丢失，声明作废。
●徐州市光大运输有限公司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A721挂车辆
的车牌丢失，声明作废。
●徐州市光大运输有限公司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A727挂车辆
的车牌丢失，声明作废。
●徐州市光大运输有限公司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A732挂车辆
的车牌丢失，声明作废。
●徐州市光大运输有限公司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A729挂车辆
的车牌丢失，声明作废。
●徐州市光大运输有限公司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A723挂车辆
的车牌丢失，声明作废。
●徐州市光大运输有限公司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A731挂车辆
的车牌丢失，声明作废。
●徐州市光大运输有限公司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A716挂车辆
的车牌丢失，声明作废。
●徐州市光大运输有限公司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A213挂车辆
的车牌丢失，声明作废。
●徐州市光大运输有限公司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A728挂车辆
的车牌丢失，声明作废。
●陈加华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PC037车辆的车牌丢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