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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春在和卫才权工作之
余走访当地村庄，发现农牧
民身体状况普遍不大好，对
于医疗服务的需求量非常
大。冯春在坦承，依靠每批几
位援藏医生的力量，是无法
真正提高本地的医疗服务水
平的。他们来到工布江达县，
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带教，
带出医院所需的专业人才。

目前，冯春在有三个跟
班“徒弟”，包括院长郝昆龙
在内。卫才权也带了一名麻
醉科医生。在临床操作方面，

冯春在尽量让本院医生上，
自己在旁边做“助手”，离手
不离眼，希望把“徒弟”带好
带强。24岁的藏族小伙边巴
顿珠是冯医生的“徒弟”，他
对记者表示，跟着“冯老师”
学到了很多东西，自己成长
得很快。

莫介成表示，在中山市
卫计局和各大医院、友好医
院支持下，通过“请进来，走
出去”的方式，中山已帮带县
医院外科、麻醉、放射、B超、
内科、妇产科、药房等 7个医

疗团队，培养 22名本地医务
人员，培养医疗骨干 12名，
希望逐步实现县医院医生能
独立开展阑尾炎、胆结石、放
射、B 超等技术，打造一支

“不走的医疗队”。
据介绍，中山集合全市

医疗力量援助工布江达县，
已经协调形成三甲医院牵头
支援、二甲医院友好帮扶、组
团医疗驻县诊疗的“三帮一”
格局，成效初显。目前已协助
工布江达县医院成功创建

“二乙”医院，并推动林芝市

首个医联体——林芝市人民
医院、工布江达县卫生服务
中心医疗联合体于今年 5月
成立。这些均走在了林芝市
县级医院前列。未来，依靠中
山医疗和社会力量，工布江
达县将以构建“1个体系+5
个中心”为契机，全面提升整
体医疗水平，更好地惠及当
地老百姓。“一个体系”即医
联体，“5个中心”即远程诊疗
中心、制氧中心、微创中心、
胃病中心、妇幼中心。

两处山泉水抽检结
果昨出炉

山泉水呈酸性
大肠菌群超标

本报讯（记者 李丹丹）上周五，中山公
用水务对城桂公路“山泉水”、长江中心村

“山泉水”进行了取样，在现场检测PH值、浊
度后，又回到中山公用水务水质检测中心对
重金属指标、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等 20多
项主要水质指标进行了化验。昨日，相关化
验结果出炉，两处“山泉水”总大肠菌群都不
合格，建议市民不要直接饮用。

中山公用水务水质检测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抽样检测均有媒体、市民代表全
程监督，水质化验指标包括 PH值、浊度等，
市民也非常关心“山泉水”的重金属情况、微
生物指标等。此次抽样检测结果表明，两处

“山泉水”均呈现酸性，根据《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有关规定，合格的生活饮用水PH值
为 6.5-8.5，两处取样 PH质均低于 6.5，长期
饮用酸性水会对人体免疫力造成不良影响。
浊度指水中悬浮物对光线透过时所发生的
阻碍程度，浊度越小水越清，国家规定浊度
标准小于 1NTU，两处检测结果中，城桂路

“山泉水”浊度超标，长江中心村浊度合格。
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都属于微生物指

标，菌落总数是指1ml水样在特定培养基上、
37℃培养 24h后生长的细菌菌落总数；总大
肠菌群指在37℃培养24小时能发酵乳糖、产
酸产气、需氧和兼性厌氧的革兰氏阴性无芽
孢杆菌。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限
值为每毫升饮水中菌落总数不超过 100个；
任意 100ml水样中不得检出总大肠菌群。此
次检测结果中，两处“山泉水”菌落总数合
格，但是均检测出总大肠菌群。根据化验结
果，本次选取的所有水样的重金属指标均符
合国标要求。

市法律援助处
驻小榄办事处挂牌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徐艳 陈
娟）7月10日，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处驻小榄办
事处在市第二法院挂牌。今后，将有两名专
职法律援助工作者到第二法院值班，及时为
刑事案件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

据介绍，自《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
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实施
以来，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激增，仅市第二法
院通知类刑事案件一年就达2000宗以上。为
便于法院法律文书快速流转，方便律师办理
案件指派手续，市第二法院与市司法局合
作，设立市法援处驻小榄办事处，由两名专
职法律援助工作者驻点办公。该办事处主要
受理市第二法院通知类法律援助案件、通知
指派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收集已结案的
法援卷宗送回市法援处。

市博爱医院原党委
书记、院长

王莹被提起公诉
本报讯（记者 隋胜伟 通讯员 钟荐轩）

7月10日，记者从中山市人民检察院获悉，中
山市博爱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王莹（副处
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中山市监察委员会
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7月 10
日，中山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被告人王莹涉
嫌受贿罪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
被告人王莹享有的诉讼权利，讯问了被告人
王莹，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听取了辩护人
的意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09
年至2018年，被告人王莹在担任中山市博爱
医院副院长、院长、党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
便利，在医院工程建设、后勤管理及药品、医
疗设备采购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
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五届省运会下
月8日正式开幕

自行车赛事已结束
中山获1金1银3铜

本报讯（记者 江泽丰）7月9日，广东省第
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以下简
称“省运会”）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举行开幕倒计
时30天誓师大会。8月8日，省运会将在肇庆新
区体育中心开幕。记者昨日了解到，截至昨日
下午5时30分，中山代表团以1金1银3铜，团
体总分944分的成绩暂列积分榜第5名。

本届省运会，中山将组织 972名运动员
参加 31个项目的比赛，其中竞技体育组20个
项目，710名运动员；学校体育组 11个项目，
262名运动员。在省运会正式开幕前，自行车
赛事已率先举行并结束了全部比赛。中山代
表队最终获得1金1银3铜，获得自行车全部
赛事的团体总分第三名。下一阶段，中山体育
代表团各队伍将力争在保持传统优势项目的
基础上，在其它项目中实现新突破，确保实现
团体总分“保六争五”目标。

中山援藏医生冯春在（左三）、卫才权（右二）在手术中查看能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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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新糖社区中山市永发纸业
有限公司排放废气，发出臭味，
经常有居民投诉到12345，每次
都回复在整改中，但一直没改
善。

投诉跨界河涌污染问题：
中山市和珠海市及环保部门不
作为,长期以来,珠海市从前山
南溪方向将未处理的生活污水
及工业污水未处理直接排入中
山市坦洲镇东灌河,中山市则
从另一方向从中山市三乡镇方
向的未经处理的工业污水及生
活污水也直接排入东灌河中,
造成东灌河严重污染。东灌河
沿岸还有很多养猪场,猪场的
猪粪便直接排入东灌河,造成
东灌河黑臭水体。曾多次投诉
但无结果。跨界污染问题亟待
解决，希望两地继续加强与跨
界地区的交流和沟通协调，整
治河涌污染。

位于中山市长江水库一级
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东区
福获村至今仍未完成搬迁,期
间翻修了一条通往福获村的水
泥路,致使大量村民及游客进
入长江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
区活动,对长江水库一级饮用
水源保护区构成严重威胁。

行政
区域

黄圃
镇

坦洲
镇

东区

污染
类型

大气

水

其他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核：1.2018年7月1日，黄圃镇环保分局到中山永发纸业有限公司现场检查，该司环保手续齐全，检查时治理设施运行正常，并未发现
有偷排废气、废水现象。7月2日，执法人员再次到该司检查，并委托检测机构对该司排放的废水、废气进行监测。检查期间，该司的废水处理
设施正常运行，由于该司锅炉故障正停产维修，无法对该司的废气规排口烟气浓度及厂界臭气浓度进行采样监测，检测机构对该司排放的废
水进行采样监测，执法人员将视监测结果依法处理。2.永发公司所在位置属于原中糖集团制糖厂厂房，后经正业集团收购、重组，组建成现在
的永发公司。该司在1998年建厂时附近多为空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中心城区的不断扩大，聚居在该司附近的居民不断增加。由于永发
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气味特征比较明显，对附近居民造成一定影响。为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该司于2017-2018年投入约4700万元用
于异味整治，主要对生产车间及废水处理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新增一套24000立方米/小时生物除臭系统、一套5000立方米/小时生物除臭系
统、2套化学洗涤系统等，对厂区有机废气进行集中收集处理。造纸生产系统采用多层网，并增加助留助滤系统以提高纸页细小纤维保留率，
降低白水浓度，从源头上减少排到污水处理系统的污染物。该司新增的8000立方米曝气池将于7月15日开始投入使用，水处理系统好氧处
理能力将进一步增强，系统运行后，加快水处理系统的流动速度、减少酸化、降低本底COD，有助于降低厂区内气味。3.2018年6月1日，黄圃
镇环保分局曾对该司的厂界臭气浓度进行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20 mg/m3)的排放限值。2017年
以来，执法人员多次对该司废气排放口及边界臭气浓度进行采样监测，监测结果均为达标。

经查核：1.中山市三乡镇排水排至茅湾涌，不流入东灌河。近年来，三乡镇通过推进污水处理厂建设、强化河涌保洁及清淤、加强企业监管等
措施，切实保障水环境质量。一是推进污水处理厂建设，切实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当前三乡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为7万吨/日，已率先完成提标
改造并运行稳定。二是三乡镇环卫部门切实做好两镇交界的茅湾涌及支流河面水浮莲等漂浮垃圾清理保洁工作。三是2015年至2017年，三乡镇
水利部门对两镇交界的茅湾涌进行清淤，累计清淤长度6.29公里。四是三乡镇环保部门加大对茅湾村、新圩村一带厂企的环境监察力度，督促厂
企依法生产，落实污染物治理及达标排放，发现违法排污行为依法立案查处，坚决杜绝一切环境违法行为。2.自2017年坦洲镇“四看”河道综合整
治工作开始至今，坦洲镇农业和农村工作局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先后拆除东灌河河道两旁的畜禽养殖场。截至目前，暂未发现东灌河沿岸有
新增畜禽养殖场，今后一经发现，立即清理整治。同时，2018年坦洲镇出台了《坦洲镇畜禽养殖场整治工作方案》，形成长效机制，防止“反弹回
潮”。3.坦洲镇东灌河与珠海接壤，是中珠跨界河涌。东灌河流经坦洲境内时，珠海一侧为上游，坦洲为下游。4.坦洲镇自收到群众反映东
灌河的问题后，着手开展东灌河整治工作，主要措施如下：一是加快推进雨污分流管网建设。加大生活污水收集范围，减少生活污水直排河涌
的情况，有效改善河涌水质。二是加强农业面源整治。2017年至今，由坦洲镇农业和农村工作局牵头组织相关单位，以属地村居为主体，先后
拆除整治东灌河河道两旁的畜禽养殖场。截至目前，东灌河流域尚有少量畜禽散养户，但其养殖废水没有排放至外环境河流中。2018年坦洲
镇出台了《坦洲镇畜禽养殖场整治工作方案》，对全镇未配备排污设备或不达标排放的畜禽养殖场进行全面整治，形成长效机制。三是加强工
业污染源整治。坦洲镇环保部门严格按照部门职责，加强对东灌河流域区域厂企的监管力度，重点监管厂企工业废水排放情况，对涉嫌存在
违法排放工业废水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杜绝工业污染源污染东灌河水体环境的情况。四是加大河面保洁力度。坦洲镇目前有一支25
人的保洁专职队伍，对全镇包括东灌河在内的40条河涌实施专门保洁工作，每天清理约4吨河涌垃圾及水浮莲。五是加强水循环工作。根据
天文潮汐，在较高潮水位时，开启马角水闸引入西江水源，通过相连通的河涌蓄引水至东灌河，待落潮时经大涌口水闸、石角咀水闸等外江水
闸排出，促使东灌河水体循环。因近年来东灌河沿河居住人口剧增，且东灌河整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各项整治措施需一定时间方见成效。

投诉人反映的长江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福获村位于东区长江三溪社区辖区范围内，是长江经联社中的一个生产小组，原是
中山市东区的一个小村落，1973年由于建设长江水库，村庄从库区搬迁于现址。现有村民房屋72家，常住人口约90人。1、经查阅历史资料，
2007年，市政府常务会议确定了福获村征地拆迁及整体安置事项，2008年，市政府启动福获征地搬迁工作，但由于部分村民对搬迁补偿要价
过高，导致方案搁置。2、经核查，福获村内有2段水泥路，其中一段属防火抢险通道，由于福获村地理位置在东区长江山林范围内，属中山市
五桂山森林生态控制线范围的中心地带，是中山市三防工作的重点 ，因此建造了东区长江山林防火抢险便道（福获段），另外一段是福获村通
向南朗镇白企村的便道，为我区的镇际连接道路，该便道属历史形成。3、东区农业局经与中山市国有森林资源保护中心沟通协调后，采取半
封闭方式，在福获村首尾增设护栏，加大巡查力度，限制徒步人员进入长江水库库区，目前通过福获村进入长江水库库区的游客已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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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黄圃环保分局要求中山永发纸业有限公
司加强日常监管，确保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
行，定期聘请第三方监测机构对废气、污水、噪
声进行监测。黄圃环保分局将继续做好对该
司的监管工作，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发现的
违法行为一律依法查处，责令整改，依法开展
后督察，涉及刑事犯罪的，一律移交司法机关
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1.中山市按照“五个全”（全流域整治、
全系统治理、全市域监测、全民共同参与、全
过程监督）的方法，全流域系统推进黑臭（未
达标）水体整治工程，确保到2020年区域水
环境质量实现根本性改善。东灌河已被纳入
前山河流域整治工程，目前正在编制可行性
研究报告，并与珠海对接，预计于2018年8月
底前完成可研编制，9月底前立项，10月底前
招投标。同时，加强东灌河断面水质监测并
加快实施东灌河自动监测平台建设工作。2.
建立健全东灌河污染防治机制，制定《坦洲镇
东灌河流域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
标、措施及职责，将防治工作纳入督办并定期
跟踪，并建立中山、珠海前山河流域跨界污染
沟通机制。3.通过雨污分流管网建设、农业
面源整治、工业污染源整治、加大河面保洁力
度、加强水循环工作等措施提升整治成效。

1、东区将责成辖区各职能部门增强饮用水
源保护和违法违规问题整改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层层落实责任；2、加快制定福获村搬迁可行
性方案呈报市政府，并在市政府有关部门指导
下全力配合开展相关工作；3、加快福获村生活污
水治理的工作进度，同时制定福获村设立关卡
限制游人出入的可行性方案；4、建立健全东区福
获村环境联合整治工作责任制和饮用水源保护
区日常巡查机制，强化日常巡查，加大执法力度，
严防已清理的违法建设项目死灰复燃。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之 医疗援藏

6月22日下午16时许，经过三个半小时多的山路颠簸，中山援藏医生冯春在、卫才权在县人民医院院
长郝昆龙的带领下，终于抵达了海拔4710米的岗朗村牧区夏以松多商店。走进帐篷，里面已经坐满了牧区
的藏族同胞。听说有医生上来义诊，这些藏族同胞已早早地放下了手中的活，围坐在一起等待。作为中山市
第三批“组团式”医疗援藏人员，每到一处，冯春在和卫才权总是被藏族同胞目光中饱含的尊敬和期待所打
动，尽最大力量更好地服务他们。作为民生援藏的重要内容，中山积极推动“组团式”医疗援藏，在人力、设
备、带教培训、对接交流等方面提供全面系统化的支持，为受援地医疗卫生事业注入强大动力，有效提升了
当地的医疗服务水平。

冯春在是中山市人民医院普外
科副主任医师，卫才权是古镇人民
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他们现在
是工布江达县人民医院外科手术的
一对“黄金搭档”。因为两人专业能
力强，郝昆龙和其他医生都尊称他
们为“老师”。

抵达牧区后，不顾旅途辛劳和
高海拔带来的不适，三位医生从车
里拿出一箱药品，就开始坐在帐篷
里义诊。

今年44岁的贡桑从海拔5100米
的牧区也来到了这里。他于4月初做
了胆囊切除手术，医生要为她做术后
回访。冯春在给贡桑测量血压。经过
检查，贡桑血压正常，伤口愈合良好。

贡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非常
感谢援藏医生，自己现在感觉很好，
肚子不痛了，也可以吃东西了。贡桑
3月底感觉肚子痛得吃不下东西，于
4月初到县城诊所打了 5天点滴不
见效，后来到县人民医院求诊。急诊
科医生看到贡桑的情况后，非常紧
张，认为她需要到林芝市医院做进
一步检查治疗。把情况上报给院方
后，经过医生会诊和初步检查，冯春
在认为贡桑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
贡桑肢端肥大、胆囊结石多发，胸廓
畸形导致胆囊靠近胸腔，这在内地
很少碰到。不过，经过查找资料并与
同事沟通，冯春在认为贡桑在县医
院做手术没问题。最后，贡桑成功地
在县医院做了胆囊切除手术。“现在
她的病已经痊愈。我们这次给她送
来一些消炎利胆的药和胃药，方便
平时备用。”

看过贡桑后，冯春在继续给其
他等待的村民看病。扎西纳吉排在
第一个，他今年25岁，每天上山挖虫
草，近来感觉胃不舒服，特意下山来
看医生。在闷热的帐篷里，冯春在一
共看了8位村民。“这里海拔高，交通
不便，牧区藏族同胞看病非常不方
便，但藏族同胞对医疗的需求很大，
所以我们带来了一些常用药，并给
他们做一些饮食、用药方面的指
导。”冯春在对记者表示。

当地藏族同胞对援藏医生的认
同和信任让两位医生非常感动。每
到一处义诊，当地农牧民听说援藏
医生要来，全部聚拢到义诊点，有的
从好远的地方过来看医生。卫才权
说，有一次到县养老院义诊，老人们
各方面问题比较多。临走时，老人们
拉着他的手，“托吉契”、“托吉契”，
道谢的话说了一次又一次，不舍得
他走。现在，许多群众到县医院问
诊，都会先问问有没有援藏医生，得
到肯定答复后，才会做进一步检查。

像贡桑这样的外科手
术，因为援藏医生的到来，工
布江达县人民医院手术数量
激增，至今已经开展了 150
多例。郝昆龙介绍说，县医院
虽有手术室，但专业人才有
限，医生流动性大，只能零星
地开展部分手术。援藏医生
到来前，医院每年只有 10多
台手术。这种情况下，绝大多
数本地患者只能舍近求远去
拉萨或者林芝手术。援藏医
生的到来，改变了医院手术
室闲置的状况，让更多的农
牧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高

质量的医疗服务。
今年 4 月，工布江达县

人民医院收到了一份特殊
“礼物”，它就是中山市人民
医院捐赠的 130多万元的腹
腔镜，填补了该县腹腔镜手
术的空白。5月 9日，在援藏
医生和院其他医生的密切配
合下，不到一个小时，便为一
名 49 岁的急性阑尾炎患者
完成了本医院有史以来的第
一例腹腔镜切除术。微创手
术的成功，标志着该县医院
医疗水平和能力位居林芝市
县级医院前列。

2017年12月18日上午，
“广东中山——西藏工布江
达远程诊疗系统”成功开通，
遇到疑难诊断，工布江达地
区医院临床科室通过互联网
将医疗资料发送至中山市人
民医院远程会诊中心，两地
医务专家可以对疑难病例、
影像诊断、手术示教等进行
远程会诊、指导治疗，为工布
江达县群众搭建起一条新的
生命桥梁。远程诊疗系统已
为肺结核反复发病并有加重
倾向的扎木村藏族同胞拉姆
进行了远程会诊，拉姆病情

得到好转并治愈出院。这一
项目也被西藏自治区盘点为
全国援藏 23年来“矗立在世
界屋脊的丰碑”之一。

中山援藏干部、工布江
达县卫生服务中心（县人民
医院）副主任莫介成表示，随
着“组团式”医疗援藏的推
进，来到县人民医院的专家
也越来越多。截至6月30日，
中山医疗专家共有83人次进
藏。通过硬件和软件帮扶相
结合，中山成为了工布江达
县人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的
大后方。

建远程诊疗系统 百姓“家门口”看病

中山名医
高原坐诊
情满天路

变“输血”为“造血”打造“不走的医疗队”

本报特派记者 黄启艳

高原坐诊 丹心仁术献“针”情
远程会诊 打造“不走的医疗队”

中山全方位医疗援藏，推动受援地群众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