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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公交场站建设
有了设计技术指引

出入口设计
拟人车分流

本报讯（记者 何淼）记者日前从市交通
运输局获悉，《中山市公交场站设计技术指
引》已开始试行，将为我市编制和审查公交
场站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等
提供参考依据。据悉，针对现状我市公交站
场多为通道式的布局，《指引》建议选用车辆
出入口与人行出入口分开设置的“人车分
流”设计方案。

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中
山分院院长李志是该指引的主要编制人之
一。他表示，参考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希望
改变现状我市公交站场通道式的设计布局，
建议选用车辆出入口与人行出入口分开设
置的“人车分流”方案。李志表示，在通道式
设计中，人的活动空间与车行道混为一体，
乘客进出站、上下车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人车分流”设计是“环抱式”的，将人与车辆
的活动空间分隔开，车辆活动空间在中央，
人在外围走动，设计布局相对安全。

受副热带高压控制

今日迎“立秋”
“热浪”仍翻滚

本报讯（记者 陈慧）今日已进入二十四
节气的立秋，可中山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仍
热浪翻滚，昨日黄色高温预警信号仍悬挂。
市气象局预计，中山本周前期受副热带高压
逐渐加强影响，以多云炎热天气为主，午后
局部有短时阵雨。

每年 8 月 7 日或 8 日视太阳到达黄经
135°时为立秋，标志着秋季的开始。但以中山
近几日最高温都接近 35℃的天气，气温仍然
达不到秋季的条件，气温依然是盛夏。气候
学上以每5天的日平均气温稳定下降到22℃
以下的始日作为秋季开始。虽然今年的副热
带高压一直笼罩在南方上空，但由于目前位
于副高南边缘，午后对流条件较好。最近的
午后，还是会出现雷雨或阵雨的天气，能给

“高烧”不退的中山带来些许清凉。虽然立秋
后气温不会一下子降下来，但昼夜温差将会
变大。

从气候背景来看，全球气候变暖导致
高温风险加剧，是今年高温热浪异常的大
背景。专家表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北
极地区气温的上升速度高于其他地区，大
概是其他地区的两倍，这种现象叫做极地
放大效应。

本报讯（记者 何淼 通讯
员 李思宇）住院起付额是基本
医疗保险住院报销待遇的起付
标准。8月6日，记者从市人社局
获悉，从明年起这项医保待遇将
有所变化，符合相关条件的患者
转院，住院起付额可以连续计
算，从而减轻参保人的负担。

根据市人社局发布的《关于
我市参保人市内转院连续计算住
院起付额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
参保人因病情需要市内转院（仅

限我市上下级定点医疗机构间）
且符合相关情形的，由转出定点
医疗机构按规定为其办理转院手
续后，参保人于24小时内在转入
定点医疗机构办理入院手续的，
可连续计算住院起付额。如果参
保人超过24小时（不含本数）在转
入定点医疗机构办理入院手续
的，此次住院起付额标准按转入
定点医疗机构起付额标准计算。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一
是要符合下级转上级或上级转

下级定点医疗机构的相关情形；
二是患者必须在 24小时内办理
入院手续。”市人社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转入定点医疗机构住院
起付额为转入定点医疗机构住
院起付额标准与转出定点医疗
机构已支付住院起付额的正值
差额。举个例子：假设患者在苏
华赞医院（起付额 600元）就医，
在符合转院的情况下，由医院为
其办理转院手续，患者在 24小
时内转入市人民医院（起付额

1000元）办理入院手续，住院的
起付额可以累计。这意味着，患
者在市人民医院再累计 400元
就达到1000元的起付额了。

另外，《通知》还对“下级定
点医疗机构转上级定点医疗机
构”和“上级定点医疗机构转下
级定点医疗机构”分别做了 6种
情形的界定。符合这些情形，患
者才能由转出定点医疗机构办
理转院手续。据悉，《通知》将于
明年1月1日起实施。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住院起付额是基本医疗保险
住院报销待遇的起付标准，起付
标准以下的费用由参保人个人负
担。每所医院按其级别有不同的
起付标准，按目前的操作方式，如
果中间进行转院，新的就诊医院
得按照本医院的住院起付标准重
新计算。明年1月1日起政策调整
后，住院起付额可以连续计算，相
当于减轻了参保人的负担，帮助
参保人节省了开支。

本报讯（记者 隋胜伟）7月9
日，中山翠亨新区管理委员会对
外发布《中山翠亨科学城城市设
计国际咨询》中英文公告，面向全
球公开征集具有前瞻性与创新性
的城市设计理念和空间方案。公
告发布后，受到业内密切关注，百
余家国内外国际知名机构参与报
名。8月6日，中山翠亨科学城城
市设计国际咨询资格预审会评审
结果公布，确定了 6家受邀机构
（含联合体）和2家备选机构。

根据方案，国际咨询分为
“资格预审及概念提案”“正式设

计”两个阶段进行，正式设计阶
段由专家评审委员会以记名投
票方式评选出前三名，第一名奖
金人民币 500万元，第二名奖金
人民币 300万元，第三名奖金人
民币 200万元。第四到第六名奖
金人民币100万元。

翠亨新区相关负责人接受
采访时介绍，公告发布后，引起
业内机构的热切关注，截至报名
结束，参与报名的机构有百余
家。众多报名的国际知名机构
中，除了来自香港、北京、深圳、
广州、上海等地的，还包括来自

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荷
兰、新加坡等国家的机构。

8月 4日，由中山翠亨新区
管理委员会主办、中山翠亨新区
公共建设局承办的《中山翠亨科
学城城市设计国际咨询》资格预
审会在中山市召开。会议邀请了
城市规划与设计、建筑设计等专
业背景的 9位专家组成资格预
审委员会，对报名机构提交的报
名资料进行了认真审阅、讨论和
评审并进行了记名投票。根据现
场得票统计结果，确定了 6家受
邀机构和2家备选机构。

本报讯（记者 李丹丹）“大
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乏人问
津”，是我国医疗现状的一个缩
影。上海市从2015年开始推进分
级诊疗制度，通过实行“1+1+1”
医疗机构组合（即社区居民签约
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家区级
医院、1家市级医院，签约病人通
过家庭医生转诊上级医院），有
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近日，市
政协健康中山调研活动走访华

东三市，了解了上海市在这方面
的相关做法。

■省时又省钱，居民愿
意在家门口看病

在安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内，吴老伯在女儿的陪同下到社
区医院量血压、配药。“高血压是
老毛病了，之前都是到三甲医院
瑞金北院配药，早早就要出发到
医院，排队、挂号，差不多一个上
午就在医院里了，现在到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差不多 20分钟就

能完成配药，而且社区服务中心
自费的比例还降低了，一年光药
费就能省下不少。”

嘉定区卫计局相关负责人
张丽敏介绍，现在“1+1+1”医疗
机构组合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
管理，病人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看病，如果病人需要转诊，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会第一时间把病
人上转至上级医院；病人在上级
医院经过治疗稳定后，再下转到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继续由家庭
医生跟踪管理，这样的闭环模式

让“居民愿意到家门口看病了。”

■医养结合助力健康养老
嘉定区把医养结合服务作

为重大民生问题，构建以家庭医
生为责任主体、信息化手段覆盖
医养服务“神经末梢”的医养结
合体系，探索了一条有着嘉定特
色的医养结合新模式。据介绍，
嘉定区现有养老服务机构与托
养机构 48家，已全部与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签约。按照签约内
容，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选派医

护人员定期提供服务或入驻养
老机构，全程为老年人提供医疗
护理服务。

市政协委员、市人民医院综
合科主任李道帆表示，今年中山
十件民生实事中第一条和第六
条分别是优化医疗服务、关爱老
人健康，在此次“健康中山调研”
活动中，上海市嘉定区安亭社区
卫生服务站医养结合模式和上
海市推行的“1+1+1”分级诊疗
制度，以及杭州市建设 15分钟
医疗圈等健康城市模式，给健康
中山建设都有很大的启发。

健康城市华东行

大医院人满为患 分诊制有效破解
上海通过“1+1+1”医疗机构组合推进分级诊疗，为中山解决相关问题提供经验

本报讯（记者 江泽丰 通
讯员 陆镜平）8月 6日，广东
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学校体育
组健美操比赛收官。中山健美
操代表队在三天的比赛中，获
得一块银牌一块铜牌，以团体
总分第四名结束比赛。

据介绍，中山健美操队
由东升高级中学牵头，整合
全市健美操资源，统筹筹划
训练及参赛。此次比赛，由东
升高级中学宋中华副校长担
任领队，东升高中卢伟老师、
纪念中学张磊老师、实验高

中倪辉展老师组成教练团
队，负责训练及比赛。中山队
共参与男子单人操、女子单
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五人操、六人有氧舞蹈、踏板
操、花球舞蹈啦啦操等 8 个
项目的角逐，且 8 个项目进

入决赛。
通过三天艰辛的比赛，

八个项目都分别获得预期成
绩，其中，男子单人操荣获
银牌、有氧踏板获铜牌、花
球啦啦操获第四名，三人操
和五人操分获第五名，女子

单人操、混合双人操、有氧
舞蹈分获第六名。最终，中
山市代表队获得第十五届省
运会学体育组健美操比赛团
体总分第四名及体育道德风
尚奖。

8月6日，广东省第十五届
运动会竞技组武术套路男子甲
组自选南拳+南刀+南棍全能
比赛赛场又传来好消息：由中
山输送到省体校的运动员曾繁
勇，在南拳和南刀比赛排名第
二的情况下，在男棍比赛中发
挥出色，最后逆转获得该项目
桂冠。作为双计分运动员，他同
时为中山代表团和省体校增添
一块金牌。

记者了解到，在男子甲组
自选南拳+南刀+南棍全能比
赛中，曾繁勇在南拳中获得
9.59分，排名第二；在南刀比赛
中，他获得 9.61 分，排名第二。
前两项总分19.20分，落后于排
名 第 一 的 广 州 队 选 手 李 冲
19.26分。在关键的第三项南棍
比赛中，他顶住压力，稳扎稳

打，最后获得9.61分，而此前两
项一直领先的广州队选手李冲
仅获得9.53分。最终，曾繁勇总
分 28.81 分，而李冲的总分为
28.79 分，曾繁勇成功逆转，拿
下这块金牌。此外，另一名由中
山输送到省体校的运动员蔡俊
建获得该项目铜牌。

武 术 套 路 其 他 项 目 方
面，女甲自选南拳+南刀+南
棍比赛，中山队员劳海婷和
唐嘉分别斩获一块银牌和铜
牌。另一名女队员区敏乐获
得 女 子 甲 组 自 选 长 拳 + 剑
术+枪术全能比赛铜牌。冯烙
文 夺 得 男 乙 自 选 南 拳 + 南
刀+南棍全能铜牌。

图为曾繁勇在比赛中。
文/图 本报记者 江泽丰

通讯员 邓小涔

省运会前线

省运会武术比赛 中山队再添一金
曾繁勇获男子南拳南刀南棍全能赛冠军

省运会学校组健美操比赛落幕

中山队获一银一铜 团体总分位居第四

日前，“弦曜巴洛克”——中山市小爱乐
青少年交响乐团2018绿色暑假音乐会在市
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音乐会上，中山
的琴童们为大家演绎了《卡农》、《摩尔人的
复仇》等经典乐曲。据悉，小爱乐青少年交响
乐团每年都会在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大型
交响乐演出及室内乐音乐会。

本报记者 夏升权 冷启迪 摄

7 月份我市主要商
品价格运行平稳

台风降雨影响
蔬菜价格上涨

本报讯（记者 谭华健）记者 8月 6日从
市发改局获悉，7月我市主要商品价格平稳
运行，其中蔬菜价格略有上升。

7月30种蔬菜月平均交易价格升至3.60
元/斤，环比上升 1.12%。总体来看，自 5月开
始，夏令蔬菜逐步上市，市场蔬菜供应充足，
总体价格平稳，但由于台风和降雨增多，影
响蔬菜价格走高。其中涨幅最大的为菠菜、
生菜和水东芥菜，环比分别上升 9.21%、
6.68%、6.25%；跌幅居前的分别是苦瓜，环比
下降4.28%。

大蒜价格 7月进一步下降，月均零售价
格降至 5.86元/斤，环比下降 2.50%；生姜月
均零售价格回落至每斤 5.72 元，环比回落
1.55%。

7月猪肉、牛肉、鸡肉、鸭肉价格环比均
有小幅上升，鸡蛋价格则环比略有下降。监
测的 11种水产价格中，呈“七升四降”的格
局，升降幅度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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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发布有关医保新规，明年1月1日起——

患者市内转院 住院起付额可累计

中山翠亨科学城城市设计国际咨询资格预审会评审结果公布

逾百知名机构报名 6家受邀2家备选
■受邀机构名单：
◆怡境师有限公司 &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 MLA+B.
V. & 深圳市北京大学规划
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 & 同济大学建筑
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斯构莫尼建筑设计咨
询（上海）有限公司；

◆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

圳）有限公司 & 阿特金斯顾
问（深圳）有限公司；

◆德国 ISA 意厦国际设
计集团 & 广州市城市规划
勘测设计研究院。

■备选机构名单：
◆欧博迈亚工程咨询（北

京）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

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 凯
达环球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