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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唐琪） 8月29日，经
开区中小企业协会成立。

成立大会上，现场宣读《关于安顺经
济技术开发区中小企业协会成立的批
复》；审议通过《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中
小企业协会章程》(草案)；提名选举秘书
长单位、监事单位；选举第一届理事会会
长、副会长单位、秘书长单位、监事单位
及理事会成员单位。

近年来，经开区内中小企业快速发

展、不断壮大，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先
后采取多种激励措施，出台多项优惠政
策，积极引导、扶持全区中小企业和非公
经济发展，有效促进辖区中小企业又好
又快健康发展。

该协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加强企业纵横向联合，搭建“共商、共建、
共享”合作交流平台，通过服务会员、整
合资源共谋发展，助推辖区企业提质增
效、转型升级。

经开区成立中小企业协会

本报讯（严勇 记者 康馨月） 近
日，普定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在夏季严打
专项行动中再获战果，通过缜密研判、
快速反应，成功打掉一入室盗窃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破案6起，涉案金
额高达30余万元。

事情追溯到2019年8月13日上午
10时许，普定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中
移铁通普定支撑中心报案称：其位于普
定县穿洞办可处路仓库内存放的移动
上网终端设备多次被盗，造成30余万元
损失。接到报案后，普定县公安局高度
重视并成立专案组进行侦查。侦技民
警通过详细的现场勘查、走访调查，发
现仓库门窗完好无损，犯罪嫌疑人可能
系采取技术开锁的方式进入仓库行窃，
且手法老练，现场未留下任何有价值的
物证线索。

办案民警没有泄气，开始对案发附
近的海量监控视频进行比对分析，并锁
定了几辆嫌疑车辆。经过排查，民警发
现视频监控中在案发时段内有一名男
子下车后一直拨打电话，来回徘徊形迹

可疑。通过对车辆信息及轨迹分析，民
警锁定了车辆驾驶人蒋某有重大作案
嫌疑。经过信息排查，民警终于在普定
县南明村人民路发现了嫌疑人车辆，可
是在附近却没有发现嫌疑人的身影。
随即，办案民警在人民路嫌疑车辆的旁
边进行了五天五夜的蹲守，终于在8月
19日的凌晨发现嫌疑人，将嫌疑人一举
抓捕。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蒋某系中移铁
通普定支撑中心工作人员，从公司离职
后在网上看到有人收购移动上网终端
设备，想到自己在移动公司上班期间，
熟悉仓库存放设备及安保情况，便起了
贼心。他先后6次流窜到移动公司仓
库门口踩点后，伪装成仓库管理员、负
责人，请求开锁公司打开仓库门，得手
后喊来同伙张某洲实施盗窃的犯罪
事实。

随后，张某洲也被公安机关抓获。
目前，蒋某、张某洲两名犯罪嫌疑人已
被普定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该案正
在进一步深挖细查中。

普定警方破获一起
移动终端设备盗窃系列案

涉案金额达30万元

本报讯（记者 吴学思） 8月28日，
西秀区2019年第八期“道德讲堂”示范
活动在西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讲。

本期道德讲堂由西秀区委宣传部主
办，结合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爱我的
祖国”主题开展，共设“省身、学模范、讲
故事、诵经典、发善心、唱歌曲”6个环
节。旨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道德力

量，营造“我爱我的祖国”的良好风气。
整个活动主题鲜明突出、内容丰富多彩、
形式振奋人心，让人印象深刻，给人启迪
思考。

本次道德讲堂不仅激发了在场干部
职工的爱国之情，也号召广大干部职工
从身边小事做起，努力拼搏，为祖国的繁
荣昌盛作贡献。

西秀区开展第八期道德讲堂活动

本报讯（记者 康馨月） 近日，平坝
区人民法院与平坝区司法局共同研究制
定并率先在全市出台了《关于民事诉讼
中使用律师调查令的实施办法》。该办
法为旨在进一步强化民事诉讼中律师依
法调查收集证据的作用，保障和提高当
事人收集证据的能力，实现司法资源的
优化配置。

《实施办法》共19条，详细地介绍了
律师调查令内涵、使用范围、申请要求、
审查签发等内容和程序。《实施办法》明
确，律师调查令的签发和使用应当坚持
自愿申请、严格审查、事项具体、专人使
用的原则。简单地说，律师调查令是为

了更好地查明案件事实，法院支持律师
调查案件相关情况而签发的一种具有法
律效力的正式文书，律师在办理民事和
执行中案件需向有关国家机关等调查取
证时，带着加盖法院公章的调查令，可依
据法院授权要求相关部门依法出具涉案
当事人或者机构的有关资料。

据悉，平坝区法院与司法局联合出
台的《律师调查令实施办法》是我市首个
以成文形式对律师调查令制度予以规
定，推行律师调查令制度是落实司法改
革要求和法律法规的重要措施，是提高
人民法院审执效率，节省司法资源的一
种有益尝试。

平坝法院和司法局联合出台
《律师调查令实施办法》

本报讯（记者 刘念）“您好，请问
有什么可以帮您？”8月28日，记者在镇
宁自治县政务服务大厅看到，窗口单位
工作人员正在热情接待前来办事的群
众。

在大厅、窗口、公开栏、LED显示屏
上，文明创建宣传、廉洁服务的责任要
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内容随
处可见，使用文明用语，笑脸迎接群众，
用微笑服务群众，文明创建向窗口延伸，
各窗口单位的服务质量有了提升，赢得

群众一片赞誉。
窗口单位直接面向基层、直接服务

群众，是创建工作的重要一环，镇宁自治
县以文明窗口作为城市文明创建的“前
沿”，以建立优雅形象、优美环境、优良秩
序、优质服务、优化管理的窗口为阵地，
开展文明窗口创建活动，突出行业特点，
做好示范带动，塑造行业新风。

在老东门农业银行镇宁支行营业
厅，服务大厅内创建氛围浓郁，在自助业
务办理设备前，大堂经理正耐心指导群

众，设施完善、服务到位、气氛浓厚、特色
鲜明，体现行业窗口服务特色，展示镇宁
金融行业窗口形象。在县政务服务大厅
里，税务窗口前，工作人员正在解答纳税
人提出的涉税问题，真心为纳税人着想，
优化纳税服务，简化纳税程序，积极落实
一窗式，一站式和首问负责制等制度，减
少纳税人工作量，提高了办税效率。在
县人民医院，导诊台工作人员正为前来
咨询的患者分诊导医。

在文明城市创建中，镇宁自治县坚

持以服务群众为导向，牢固树立创建为
民、创建惠民、共建共享的思想，按照以
点带面、全面推进的原则，开展“文明行
业、文明窗口”创建，围绕“准、细、小、
实”，在环境秩序、窗口服务、基础设施上
下功夫，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能
力。同时，突出重点，示范带动，在车站、
出租车和旅游景区等窗口服务行业建设
一批文明示范点，以建立文明窗口为阵
地，开展创建文明行业活动，不断扩大文
明创建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本报讯（记者 刘现虹） 为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市总工会与西秀区总
工会、经开区总工会联合开展“中国梦·
劳动美——与共和国同成长、与新时代
齐奋进”职工诵读经典活动。

开展职工诵读经典活动，让中国传
统文化经典等优秀作品进机关，引导干
部职工学习经典、热爱经典，引领干部职
工持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引领职工热爱家
乡、热爱祖国，自觉感党恩、听党话、跟党
走。

活动在舒缓音乐声中开启，接着全
体人员起立齐唱国歌，诵读活动开始。
《可爱的中国》《祖国颂》《我和我的祖国》
《沁园春.雪》《百合花开》《生活的邀请
函》《相信未来》等经典诗词、散文在音乐
伴奏中被诵读出来，一篇篇弘扬着正能
量的经典诗词让在场听众感受到了中华
传统文化的魅力。

市区两级总工会联合开展
职工诵读经典活动

近几年，随着虹山湖公园基础设
施建设不断完善，公园环境越来越好，
虹山湖作为安顺的“城市会客厅”越来
越受到市民的喜爱，是广大市民休闲
娱乐的重要场所。

然而，一些到公园游玩的市民不
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在公园里随意
遛狗，乱扔垃圾，攀折花木，任意踩踏
草坪等。这些不文明行为，不仅给其
他市民造成不便，也让整个城市的文
明程度大打折扣。

安顺市西秀区虹山湖公园管理处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对于发生在
公园内的不文明行为，早在2018年，
开始施行《安顺市虹山湖公园管理条
例》，这是安顺市获得地方立法权以后
制定的第一部实体法。《条例》对虹山
湖公园在科学规划、有效保护、严格管
理及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详细规定。

《条例》规定，市民禁止擅自采摘花果，
攀折、钉拴林木，挖掘树根、竹笋，践踏
花圃等。

事实上，《条例》施行以来，虹山湖
公园管理处在公园的维护管理上依然
存在较大难度，公园管理机构没有执
法权，发现市民违反《条例》相关规定
时，公园管理处只能采取劝阻的方式
制止，无法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处罚，导
致不文明行为屡禁不止。

该负责人表示，“虹山湖公园每天
入园人数超过万人，违反条例的行为
每天都在发生，但是管理处没有执法
权，只能劝说，部分市民不理睬管理人
员的提醒，这也导致虹山湖在规范管
理上存在很多漏洞。”

入秋后的虹山湖格外凉爽，晚饭
后，迎来了散步的市民。日前，笔者来
到虹山湖市民公园看到，不少市民纷

纷掏出手机拍照，有的人为了变换角
度拍照，常常来回在草坪或是花坛里
踩踏，长期踩踏，让很多草坪留下深深
的脚印。

有的游客为了拍照，随意攀折绿
化带内的树木花枝。管理处工作人员
告诉笔者，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公园
里各类不文明行为的高发期。

前来游玩的市民文先生告诉笔
者，这种在公园内践踏草坪，毁坏公共
资源和设施的，应当给予处罚，既然施
行了《安顺市虹山湖公园管理条例》，
就应该按照《条例》对虹山湖不文明现
象进行处罚，好好的一片景观草地，都
被践踏了，太可惜。

市民付女士说，在公园内乱丢垃
圾、破坏公物、践踏花草树木、随处大
小便等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大煞公
园亮丽的风景。市民郭女士说：“公园

是供大家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不应
该只顾自己一时之乐而破坏大家的游
玩环境。”

公园的保洁人员介绍：“公园里的
公共设施时常遭破坏，也有人随意践
踏草坪，恶意损坏绿化植物，在凉亭和
护栏上乱刻乱画等等，还有一些游客
带着宠物来，宠物随意排便，对于游人
们的这些不文明行为，我很无奈。”

对此，西秀区虹山湖公园管理
处呼吁广大市民，爱惜虹山湖的公
共设施，不要随意践踏草坪、爱护公
园绿化，共建一个干净、和谐的游园
环境。

树枝上随意晾晒衣物部分游玩群众踩在路边绿化带里照相

让文明成为
虹山湖公园最靓丽的底色

□姚顺 文/图

镇宁：用文明“擦亮”窗口

自 2013年，浙江省嘉兴市第二人
民医院开启了对紫云自治县人民医院
（以下简称紫云县医院）对口帮扶以
来，嘉兴市及嘉兴第二医院（以下简称
嘉兴二院）扛起了帮助紫云县医院提
高医疗服务能力的责任，以组团式帮
扶手段、“一带一教”、医务人员进修、
新项目开发等方式，对紫云县医院进
行多领域、多形式、全方位和持续性的
协作帮扶。

8月28日，从嘉兴二院来到紫云县
医院开展医疗帮扶的儿科主治医师余
炜杰像往常一样，早上到病房查完房
后，回到科室办公室与紫云医院的儿科
医生就病房不同患者病情进行分析交
流，便于不同患者、不同病情予以不同
的治疗方案等。

余炜杰是一位具有十多年临床医
疗经历的儿科主治医师，他于今年7月
来到紫云县医院开展医疗帮扶工作。

“前不久，医院来了一个孕32周出生的
婴儿，出现严重性呼吸衰竭，父母都以
为治疗不好了，我们采取呼吸机治疗技
术，将婴儿抢救回来了。”余炜杰说，他
来紫云后发现，偏远山区的百姓的健康
意识淡薄，很多简单的病患不及时送医
治疗，到病情恶化了才送医，导致错过

了最佳治疗时期。
同样，与余炜杰一同于今年7月来

到紫云县医院开展医疗帮扶的俞晓翔
是一位内科主治医师，虽然来到紫云县
医院才1个多月，但他用自己精湛的医
疗技术抢救了多位内科重病患者。

“来到紫云县医院刚几天，就接收
了一位突发性中风患者，抢救这类中风
患者就是要与时间赛跑，好在家属送医
及时，我们抢救及时，患者几天就出院
了。”俞晓翔说，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
伤，有时挽回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争分夺
秒的事情。下一步，他们将在紫云县医
院开发一些新项目，并把嘉兴二院的先
进医疗方法、规范性治疗流程、病情学
术、诊断经验等，把自己所掌握的治疗
技术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大家。

2012年 12月，嘉兴二院与紫云县
医院签订了2013年至2020年的对口帮
扶协议。

2013年至今，嘉兴二院先后选派医
疗技术精湛，涵盖15个学科的36名中
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到紫云县医
院开展驻点精准帮扶，潜心指导紫云县
医院相关科室的技术提升和业务发展。

“进修+帮扶”形成的良性循环为
紫云县医院的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

从而推动医院持续健康快速发展。7
年来，紫云县医院共派出了114名优秀
医护人员前往嘉兴二院进修学习，嘉
兴二院为每位进修人员选派了教学思
路清晰、责任心强、技术过硬、耐心细
致的技术骨干，一对一进行带教，每位
带教老师对进修学员按照“宽进严出”
的标准和要求进行培训，让紫云县医
院的每一位学员拥有“获得感”，真正
学到技术和经验，进修的学员们得到
了来自二院“家”一般的关怀，收获了
难忘的回忆。学成归来的紫云县医院
的医护人员成为各科室的业务骨干
力量。

“在嘉兴二院的帮扶下，紫云县医
院ICU、血透室、急诊室从无到有，儿科
从内科病房一个组到独立分科，神经外
科、骨科、普外、泌尿外科和放射科从弱
到强，尤其是枢纽科室ICU和放射科的
实力大大提升，为临床科室诊疗水平的
提高提供了有力保障。”紫云县医院院
长周习东说，自建立帮扶关系以来，嘉
兴市第二医院积极落实帮扶任务，选派
驻管理干部、医疗专家到医院进行驻点
帮扶，通过培训示教、新技术开展、远程
会诊、慢性病筛查、积极配合医院到紫
云偏远地区开展义诊等方式，大大提高

了紫云县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
为此，嘉兴二院先后获得由贵州省

卫健委颁发的“2014年度贵州省城乡医
院对口支援工作十佳单位”“2017年援
黔医疗卫生对口帮扶工作优秀集体”；
帮扶医师贾亚平、何群、何晓君、胡雪峰
等专家分别获得2017年援黔医疗卫生
对口帮扶工作优秀个人；2018年 5月，
在国家卫健委对口支援工作的督查考
核中，嘉兴市第二医院对口帮扶紫云县
人民医院在全国80家对口受检医院中
位列第三。今年，在建党98周年华诞之
际，中共嘉兴市第二医院委员会分别被
中共安顺市委、中共紫云自治县委评为
脱贫攻坚先进党组织。

七年来，嘉兴二院为紫云县医院开
发了115项新项目，进修培训114名优
秀业务人员，在其帮扶下，紫云县医院
临床科室从6个拓展到12个，开放床位
从200个增加到395个，中、高级职称人
数由11位增至54位，年门急诊人次由7
万余人次上升至近20万人次，年出院人
次由1万余人次增长至2.3万余人次，平
均住院日从9.4天下降至6.1天，年手术
台次从900余台次增至3千余台次，嘉
兴二院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山海情
相依，健康一路同行的时代赞歌。

跨越千里传技术
——浙江嘉兴第二医院对口帮扶紫云自治县人民医院记事

□罗开基 本报记者 姚福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