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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郎溪县凌笪乡卫计办、乡计生协会、卫生院、妇联在该乡敬老院开展了慰问活动。在重阳节来临之际，该
乡卫计办为全乡计生特扶老人、抗美援朝老战士发放了慰问品和慰问金，卫生院工作人员为老人开展健康体检，桶桶旺
养生会所的专业技师现场为老人泡脚、修脚、按摩，并为老人们每人赠送一套保暖内衣，全乡“两香家庭”代表为老人们包
饺子，与老人谈心，为老人们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重阳节。 特约记者 夏忠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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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投注总额：399513718元，安徽投注总额：14374408元。奖池
奖金：83741829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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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注总额：1501576元，
奖池奖金：1339458元。

“3D”玩法
（第2020246期）

“双色球”2020年
中大奖累计（截止20201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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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省市投注总额：529282元，安徽
投注总额：104462元。奖池奖金：
959279元。

湖州市中心医院
整体搬迁公告

湖州市中心医院新医院在湖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已经全面竣工，即将整体搬迁。现将搬
迁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住院病人搬迁时间
2020年10月5日全天
二、门诊时间
10月1—8日，门诊停诊
10月9日7:30起，新医院门诊启用
三、急诊时间
10月5日8:00，老医院急诊停诊
10月5日8:00，新医院急诊启用
四、新医院地址
湖州市三环北路1558号（南太湖大桥东堍）
五、市内交通
乘坐专64路、8路、36路、41路、53路、56路、57路、59

路、62路公交车可达新中心医院站
临时短驳线：老中心医院—新中心医院（往返班车）
六、咨询电话
0572-2555233（工作日8:00-17:00）
0572-2555102（24小时）
七、就诊预约

预约电话：12320
值此新医院整体搬迁之际，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医院

建设发展的各级领导及各界人士致以衷心感谢！医院整体
搬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搬迁期间又正值国庆、中秋放
假，由此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湖州市中心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湖州医院
2020年10月26日

关注湖州市中心医院
微信公众号—门诊服务—
预约挂号

关注健康湖州发布微信
公众号—智慧服务—预先挂
号—湖州市中心医院

郎溪经开区招商
引资“百日”竞赛
取得阶段性成效

郎溪讯 今年以来，郎溪经济开发

区以“百日竞赛 百日会战”双百行动为

抓手，切实提高招商项目签约效率。

精准谋划。切实加强对目标企业的

研究分析和对招商平台载体信息的收集

和梳理，不断积累和拓展招商人脉资源、

渠道资源等，进一步提高招商工作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

主动出击。围绕汽车零部件、特色

化成套设备、电梯及配件和纺织新材料

四大产业，主攻强链、补链、延链项目。

在产业龙头企业、产业配套项目聚集区

域开展驻点招商，加大对产业转移、产业

配套延伸项目的招引力度。

靶向攻坚。以产业龙头、行业隐形

冠军企业为目标，开展高密度、高频度、

高强度的招商活动，努力在先进制造业、

重大外资项目上形成有效突破。

自开展双百行动以来，郎溪经开区

组织外出招商30余批次，走访企业60余

家。目前，已完成预审项目16个，其中

14个已完成签约落地；正在组织预审项

目19个；在谈项目40个。 （陈鹏）

宁国讯 近期以来，宁国市甲路
镇大力推进皖事通“光盘行动”，全社
会营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氛围。

该镇政府机关、村委会带头，制
作相应的宣传材料展板，摆放于食堂
入口显眼位置和每个餐桌上。领导
干部率先垂范，做到量力取餐、餐餐

“光盘”、人人“光盘”、日日打卡。同
时，制作以“厉行节约，减少浪费”为
主题的电子横幅打在屏幕上，电视播
放相关的宣传片，结合常态化的文明
创建宣传，让节约粮食，减少浪费成
为甲路镇干部群众的自觉共识和行
动。甲路镇还将“光盘行动”和食安、

卫计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在对学校、
卫生院、养老院等单位食堂和商业性
提供饭食服务的饭馆、农家乐等场所
进行食品安全检查和日常培训的同
时，对各责任主体从相应的宣传到实
际操作，按照要求做好“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的工作。 （吕小菊）

甲路镇积极推进皖事通“光盘行动”
宁国讯 近期以来，宁

国市梅林镇桥头村精心部
署，广泛宣传，推进“安康
码”在全村范围内的申领工
作，推进“安康码”民生工
程，时刻关注民生需求，保
障村民正常生活。

线上线下同步宣传。
桥头村利用电子显示屏向
村民推广“安康码”，通过
QQ 群、微信群发布“安康
码”申领方法、使用方法、
注册二维码等相关信息，
指导村民注册使用。充分
发挥网格化管理优势，深
入村组宣传发动村民自觉
下载使用，在村组进出口
显著位置张贴操作说明，
提升群众政策知晓率与执
行配合度。

通过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助力老年人申领。一方
面，在农村为民服务大厅现
场指导村民申领使用“安康

码”，帮助一些年龄大、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的村民进行
登记、申领“安康码”，方便
居民出行。另一方面，村志
愿者耐心指导村民进行“皖
事通”APP下载、或者在支
付宝搜“安康码”进行申领，
村民如实填写个人信息后
即可“亮码”。引导村民进
出积极扫码，勇当“安康码”
推广员，用实际行动打通疫
情防控“最后一米”。对于
没有智能手机或不会操作
的人员，志愿者为其代为申
领，提供身份证号码或手机
号进行信息核验。

截至目前，村民全部申
请了安康码。“安康码”不仅
成为健康通行证，也是当前
农村地区精准防控疫情的

“大数据”有力抓手，伴随着
大范围的推广和使用，织密
织细农村疫情“防控网”。

（邹崇红）

天湖街道牛车河
治理项目
稳步推进

宁国讯 宁国市天湖街道牛车河
治理项目于 2017 年正式启动，已完成
一期、二期项目共计投资 800万元。今
年，河道三期治理项目启动，项目总投
资 1000 万元，目前已完成设计方案专
家评审。

牛车河治理（三期）实施内容包括河
道清理、两岸治理、河堤加固、挡墙砌筑、
护坡植被、河道去弯取直、沿河建筑物改
建、沿河道路修建等，实施范围为铜陵桥
至枫河坝段，全长为 4.1km，其中北岸
3.5km段属光明集团，剩余北岸0.6km和
左岸 4.1km属天湖街道实施任务，涉及
枫河村。前期，天湖街道相关负责人与
光明集团对接多次，将同期各自实施所
属河段，统一推进河道治理项目。

9月下旬，天湖街道组织相关单位对
治理方案进行专家评审，专家组成员对
方案设计情况进行了研讨，并从优化线
形设计、沿河道路、挡墙方案、建筑物标
准、过路涵洞及造价审核等各方面提出
了优化意见。根据各方意见形成了最终
的专家审查意见，接下来，天湖街道将组
织土地征用及前期准备工作，计划年内
启动工程建设，在明年汛期前投入使用，
确保工程按时按质完成，并以“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人和”为最终目标，推动
牛车河最终实现全线治理，彻底解决牛
车河的水患问题。 （崔磊）

宣州讯 自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工作启动以来，
宣州区孙埠镇坚持“三步
走”，切实提高全镇群众对
本次人口普查的知晓率和
普及率。

灵活开展宣传。通过
召开普查办公会、培训会，
强调第七次人口普查的重
要性和艰巨性，强化调查人
员责任感、使命感。灵活开
展宣传，充分利用媒体、横
幅、广告牌、“一堂课”等形
式，广泛宣传普查意义和统
计法律法规，告知普查义
务，承诺保密责任，积极争
取普查对象支持配合，为普
查营造良好氛围。

用心谋划部署。将普
查工作列入全镇重点工作
之一，印发《孙埠镇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实施方案》，

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进
行精心部署，明确普查内
容、时间、人员等要求。成
立领导小组，完善镇村普查
网络，现已完成建筑物标
绘、村级普查员培训，各部
门各司其责、密切配合做好
七人普工作。

抓好入户登记。10月
11 日起普查正式进入清
查 摸 底 和 预 登 记 阶 段 ，
190 名普查员和普查指导
员 入 户 发 放 普 查 宣 传 资
料，询问居民户籍情况和
人员基本信息，入户登记
普 查 信 息 并 联 网 实 时 上
报 。 为 确 保 完 成 普 查 任
务，每日召开工作例会，
及时进行分析总结指导，
答疑解惑，确保更高效率
推动摸底登记工作。

（周夏男）

10月13日上午，泾县茂林镇卫健办联
合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该镇濂长村“新
风堂”举办“敬老月”文艺演出。本次文艺
演出活动，不仅有《懒汉脱贫》、《家庭医生》
等贴合老百姓生活实际的小品，也有声情
并茂的原创诗朗诵《茂林扶贫故事》，还有
泾县文化馆精心准备的《采茶舞》、黄梅戏

《状元府》等具有安徽地方传统特色的节
目。 王奕宁 特约记者 张志勇 摄

绩溪讯 今年以来，绩溪县上庄
镇紧贴“一老一小”探索开展特色帮
扶，助力健康脱贫，确保脱贫攻坚不
落一户、不掉一人。

医养结合为老年人健康“加
码”。上庄镇在各村成立老年协
会，积极探索“集中活动+分散助
老”的帮扶模式，建设村老年人活
动中心，配套电视、健身、书籍等文
化娱乐体育器材。以村老年协会为
主体，建立老年人志愿队伍，通过
定期上门走访慰问、结对帮扶和巡
访服务，对高龄失能贫困老人送关
爱上门。同时联合村卫生室为贫困
老人建立健康档案，每年进行一次
健康体检，对患有慢性病的老人提

供随访服务。针对行动不便的贫困
老人提供送药上门服务，确保贫困
老人用药需求。

共筑港湾护航儿童健康成长。
上庄镇高度重视贫困儿童工作，全面
建立健全贫困儿童帮扶工作体系，积
极倡导社会各界力量参与贫困儿童
关爱保护工作，全力守护贫困儿童健
康成长。镇妇联在各村打造儿童之
家，设置成长书屋、心理辅导室、亲子
空间3个区域，配备图书、玩具，定期
走访，及时发现需要帮助的贫困留守
儿童，及时关注贫困儿童的困难和需
求。对留守贫困儿童提供授课辅导、
心理健康咨询、安全防护教育等服
务，搭建起守护贫困儿童健康成长的

“心灵港湾”。
服务能力提升呵护妇幼健康。

上庄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健康为
根本，大力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
全面实施免费婚前健康检查、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农村妇女“两癌”筛
查、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新生
儿免费听力障碍筛查和扩大国家免
疫规划疫苗接种补助、儿童健康体检
等项目，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满
足贫困妇幼保健需求，提高妇幼健康
水平。同时积极举办优生优育、健康
脱贫政策等知识讲座，开展咨询服
务，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全力保障贫
困妇女儿童健康安全，打好健康脱贫
攻坚战。 (曹镛）

上庄镇紧贴“一老一小”助力健康脱贫

孙埠镇“三步走”
推动“七人普”扎实开展

梅林镇安康码
助力幸福民生

日前，宣州区发布了第一期“战
‘疫’好人”名单，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一大队水阳中队中队长张小三榜上
有名，这是对其疫情期间突出表现的
最大肯定。从警十余年，张小三饱尝
交管工作的艰苦，但他始终坚持克服
困难、坚守岗位，以实际行动践行“为
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

2004年，张小三进入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高速大队，后又在杨柳、寒
亭、水阳等乡镇中队任职。无论在什
么岗位，张小三都以守土有责的高度
责任感，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今年年初，疫情发生，张小三所
在的水阳中队辖区与江苏紧邻，防疫
形势尤其严峻。作为中队长，张小三
严格按照上级指示开展防疫和交通
管控各项举措。该中队结合视频监
控巡逻，对辖区密集区进行不间断巡
防，对车辆司乘人员进行测温，对外
地车辆进行劝返。加之春节繁重的
交管任务，连续53天，张小三每天都
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累到双腿
迈不动、嗓子喊不响，他也不敢有半

点松懈。疫情防控阶段，水阳中队积
极做好地方党委政府参谋助手，并结
合春运安保工作，切实做到了疫情防
控与事故预防两不误，有效确保了路
面不失管、街面不失控。

几个月后，水阳镇所在的金宝圩
面临汛情考验，同时接受考验的还有
水阳中队的交管工作。为保障圩堤
安全，该中队设置4个交通管制点，
严格禁止大货车上堤。防汛初期，中
队警力有限，张小三和同事不得不加
班加点值守，从早上8点到凌晨1点，
连续17个小时的值守后，休息几个
小时，下一轮值守接着上。从7月6
日到8月5日，整个防汛期间，张小三
仅回家几次，顾不得和家人寒暄，拿
上换洗的衣服，又急匆匆返回岗位。
正是由于张小三和同事们的辛勤值
守，堤坝稳固无虞，圩区安全度汛。

从警十多年，张小三参与了火炬
传递、十九大安保、文明创建、疫情防
控、汛期道路交管等重大安保执勤任
务，每一场都是硬仗、每一场都全力
以赴。张小三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

力得到了一致肯定，他先后被评为
2017年、2018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2018年度“十九大安保先进个人”，
2019年“交通秩序管理岗位练兵业
务技能竞赛综合分第一名”；2020年
疫情期间其个人和水阳中队被市公
安局通报表扬，获评2020年宣州区
战“疫”好人。

“工作上再苦再累都不怕，但疏
于照料家庭确实心中有愧。”工作上
荣誉累枝的张小三，对于家庭却有着
诸多愧疚。因为工作繁忙，张小三陪
家人的时间少得可怜。疫情期间，张
小三夫妻双双奋战在工作一线，孩子
被送到乡下父母家照料，一家三地分
居长达两个月；每逢节假日和重大安
保任务期间，张小三也都是在岗位值
守，家人团聚成了孩子和老人最大的
心愿；孩子11岁了，这些年张小三很
少有机会参加学校亲子活动。虽有
遗憾，但张小三无悔，他说：“只要穿
上警服，就应想着身上的责任；只有
坚守岗位、服务群众，才能对得起当
初的入警初心。”

张小三：热血铸金盾 坚守践初心
■焦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