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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二医成为我省唯一
全国首批老年医学培训基地

本报讯（记者李天然）14日上午，市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第9次集中学习暨总体国
家安全观辅导报告会举行，特邀省委党校
副校长、省行政学院副院长刘光远作专题
辅导报告。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智主持
学习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崔永辉，市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周静，市政协主席王守
卫，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吴朝安，市委常委、市
委秘书长段昌林，市委常委、统战部长袁德
芳，荆州军分区司令员高金栋，长江大学党委

书记朱业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爱平等
参加学习。

刘光远作了题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
观 开拓新时代国家安全新局面》的辅导报
告。报告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代背景、精
神要义以及重点领域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
如何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四个方面，对总
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进行了深度解读，立论
清晰、证据充分、信息量大，具有很强的前瞻
性和指导性，对领导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有着非

常重要的意义。
在听完辅导报告后，杨智指出，总体国家

安全观内涵丰富、体系完整，揭示了国家安全
的本质，是我们党关于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
创新。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学习贯彻总体国
家安全观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反复学、经
常学，深学深思，学思践悟，深刻领会和把握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髓要义，进一步增强国
家安全意识，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杨智强调，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

基石，是改革发展的根本保障。要担当好荆
州转型赶超、振兴发展重任，必须要有安全
稳定的环境作保障。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
树立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的重要理念，从战
略和全局的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打好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以安全稳定促改革
发展。

杨智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底线
思维，推进国家安全教育进企业、进农村、进
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网络，营造浓厚的宣
传氛围，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

杨智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9次集中学习会上要求

牢固树立国家安全理念
以安全稳定促改革发展

本报讯（驻荆州开发区记者
刘娟 肖顺钦）13日，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智，市长崔
永辉会见来荆考察的伟速达全球
董事、伟速达联盟公司总裁、伟速
达（中国）公司董事长菲利普·德
奎克一行，双方就在荆州开发区
建设伟速达产业园项目进行深入
交流。

杨智对菲利普·德奎克一行
的到来表示欢迎。杨智说，春天
是万物复苏、播种希望的季节，在
这个美丽的时节里，我们就伟速
达产业园项目进行深入交流，也
预示着项目未来将充满希望。汽
车零部件产业是荆州重要的支柱
产业，近年来，荆州抢抓发展机
遇，致力于打造汽车产业，伟速达
项目的落户，将大力推动汽车零
部件产业链的延伸和升级。得荆
州者得天下，希望伟速达项目能
尽快落户荆州，荆州也将全力做
好各项服务工作，推动伟速达项
目发展壮大。

菲利普·德奎克说，荆州历史
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区位优势明
显，荆州的汽车零部件产业有着
较好的基础，发展前景巨大，地方
政府开放、开拓、务实、高效的精
神，让人印象深刻。目前，汽车市
场发展态势迅猛，是伟速达快速
发展的机遇期，我们也期待着伟
速达能在荆州落地生根、发展壮
大，共同推动荆州汽车产业发展。

据了解，伟速达（中国）公司集
研发、生产与销售汽车门锁、锁机
构及车门把手等汽车零部件为一
体，是一家高规格的汽车安全和进
入控制系统的集成供应商，也是一
汽大众、上海大众、上海通用、福
特、沃尔沃等品牌汽车制造商的配
套供应商。

当天，菲利普·德奎克一行还前往法雷奥公司、安波福
公司、高田公司进行实地考察，并就相关问题与荆州开发区
有关负责人举行座谈交流。

市委常委、荆州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蒋鸿，伟速达（中国）
公司运营总裁张寅春参加考察和会见。

荆州开发区普查雨污水管网

分类施策 精准治污
本报讯（驻荆州开发区记者黄思明 特约记者罗成）近

日，荆州开发区雨污水管网普查专班完成辖区内市政道路
雨污水管网全面普查。这次历时5个月的普查掌握了荆州
开发区雨污水收集管网详细资料，为精准治理生活污水、助
力工业治污打下扎实基础。

据悉，此次管网普查范围西起豉湖路、东至上海大道，
北起豉湖渠、南至深圳大道延伸线。普查过程中，专班人员
行程130公里，攀爬窨井5400余次，摸清查实了普查范围
内338家单位、42条道路217公里雨污水管网现状、接管情
况、水流走向。其间，发现问题168处，下达整改通知141
份，封堵不合理排口27个。

下一步，荆州开发区将根据管网普查结果，分类施策、
精准治污。编制全区雨污水管网规划，配合建管中心加快
管网建设进度，完善管网配套，确保生活污水应收尽收；对
已实现雨污分流的单位，进行生活污水统一接入污水管网，
集中处置，达标排放；同时督促雨污合流和管网接错单位，
改造管网，实现雨污分流；加快老旧污水管网改造，防止跑
冒渗漏，造成二次污染；积极展开治污“春雷行动”，荆州开
发区住建、环保、社管、综合执法局、公安分局等部门将联合
严厉打击污水偷排偷放行为。

沙市区认真办理环境污染投诉

荆州天宇汽配
未发现排放超标

□ 记者 肖潇 通讯员 倪晟

日前，沙市区岑河镇群众向市委来信反
映位于该镇安心路的荆州市天宇汽车配件有
限公司存在环境污染。沙市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会同市环境监察支队，立即展开调
查，并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废水、废气、
噪声排放全面检测。实地突击检查和检测报
告都显示，该公司废气污染物、废水污染物、
厂界噪声均达到国家规定的相关排放标准。

天宇汽配是一家生产汽车油管管材和油
管总成的制造企业，现有3条制冷配件生产
线和6条镀锌生产线，生产过程中会产生酸
碱废水、氰铜废水、铬锌废水、废电镀液、废钝
化液和酸雾废气。

10日上午，市委督查室对天宇汽配环境
污染群众投诉办理情况开展实地回访检查。
在厂区内看到，生产线上安装了废气集中收
集系统，酸雾废气经过耐酸碱管道输送至酸
雾塔吸收处理后再经高排气筒进行排放。在
废水处理站，集中收集的酸碱废水、氰铜废
水、铬锌废水分别经过絮凝气浮、沉淀、适度
调节PH值、生化处理、泥水分离、二次破氰
反应、破铬反应等环节处理，再进行排放。废
电镀液、废钝化液经处理后产生的含铬污泥、
废乳化液等危险废物则集中收集堆放，交由
专业废物集中处置机构上门清运进行处理。

在处理站内的监测室，检查组一行通过
检测仪器观察到该公司每两个小时自动对处
理后排放的废水中COD、总铜、总铬含量进行
检测，并将数据实时传输至国家环保部监测平
台。“企业始终十分重视环保问题，多年来，累
计投入资金1400万元，不断对环保设施提档
升级，今年，按照国际环保标准建设的全新智
能化生产车间也已投产，将进一步提升企业环
境管理水平。”天宇汽配总经理王书杰说。

据悉，后续沙市区将不断加大对该公司
的环境监察频次，并督促其定期公布环境信
息，完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
如在监察和监测中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将从重
查处。 （下转2版）

4月8日，公安县西郊207国道，来往车
辆掀起阵阵尘土。广袤田野中，一个灰白窝
棚显得突兀、孤单。

在窝棚中，马伟和妻子冯婷婷，吃着简单

的午餐，一个粗糙的大陶钵装着菜，一个大铝
锅盛着饭，身后堆满农具和杂物。

2016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的马伟从
上海辞职，带着积攒的30多万元，回到家乡
种植纯生态草莓。如今，他住在窝棚里，积蓄
耗尽还欠下10万元债。

虽遇挫折，马伟并未放弃，而是坚持着自
己的追求。

胸怀大志艰辛求学

马伟出生在荆州市公安县藕池镇幸福
村，求学之路异常艰辛。

高三那年，马伟突然离校回家，因为没钱
吃饭了。在亲友的帮助下，他得以继续读书。

2004年，马伟考上湖北工业大学，但放
弃了，一来因为付不起学费，二来是因为心中
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小时候，父母那辈人迫
于生计南下打工，异常艰辛。农业、农村不该
是那样子，我要读中国最厉害的农业院校，我
要改变这种局面。” （下转2版）

耗尽积蓄，苦苦坚守——

农大高材生扎进窝棚种草莓
□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磊 通讯员 夏峻 王文初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老龄化进程的加
快，恶性肿瘤已成为危害我国居民生命和健康的重
要慢性病之一。谈癌色变，是很多人面对癌症的第
一反应。“恐癌”心理不仅是由于肿瘤是威胁生命的
重大疾病，也源于人们对肿瘤缺乏正确的认识。

今年4月15日至21日是第24届“全国肿瘤
防治宣传周”，主题是“科学抗癌 关爱生命”。为
进一步提高市民癌症防控意识，4月14日下午，
由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西院、荆州市肿瘤医院主
办的大型义诊活动在沙隆达广场举行。

义诊答疑解惑
三分之一癌症可预防

义诊现场，由肿瘤科、血液内科、乳腺外科等
多学科专家组成的义诊团队，耐心地为前来咨询
的市民答疑解惑，宣传肿瘤防控常识。

得知活动消息，不少市民慕名而来，每位专
家诊桌前都簇拥着不少患者。“去年我在肿瘤医
院做了乳腺癌根治手术，这次主要是来咨询一
下复查的事情。”今年52岁的张阿姨告诉记者，
在听取她的病史后，医生为其提供了专业的用
药指导和复查建议。近期，她就会前往该院进
行复查。

近3个小时的义诊，专家们不厌其烦地接
诊，让每一位市民都得到了满意答复。

活动中，肿瘤科一病区主任医师李爽为患有
多年胃病的王女士调整了近期的用药，并细心叮
嘱她下次检查的时间。“本来是出来逛街的，没想
到恰好碰见熟悉的医生进行义诊，真的是太幸运
了。”王女士说。

“其实，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预防，只要我
们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做到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就能最大程度预防癌症。”李爽建议，通
过基因筛查检测出具有高危易感基因的人群，
要根据医嘱定期检查，或者通过药物等手段提
早干预。此外，40岁以上的普通人群也应定期
进行体检。据了解，为保障广大居民健康，今年
5月-12月，荆州市肿瘤医院还将开展“五癌”
（肺癌、乳腺癌、肝癌、上消化道肿瘤及结直肠
癌）免费筛查活动。

助力“健康中国”
担负全市癌症早诊早治重任
经历了变革、重构、借势、聚力，荆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西院、荆州市肿瘤医院成长为江汉平原
规模最大的肿瘤预防、诊断、治疗、康复中心。以
肿瘤及血液专科为支柱、社区医疗为依托、临床
诊治为纽带的卫生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一张资源

配置合理、分级诊疗有序、办医结构丰富、信息支
撑有力的医疗服务网络正在不断织密。

近年来，随着恶性肿瘤发病率的不断攀升，
癌症已成为危害公众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
在做好三级预防——治疗的同时，荆州市肿瘤医
院将服务端口前移到了一、二级预防——宣传、
科普、筛查、防病职责。自2009年始，该院承担
我市的大肠癌早诊早治工作，迄今已连续8年举
办大规模筛查活动。

早癌筛查是荆州市肿瘤医院提高技术服务
水平的有力举措之一。该院肿瘤诊疗中心不断
更新国际先进治疗理念和引进全面治疗手段，
从硬件建设、环境改善、人才培养、高新技术引
进、开展多学科综合诊疗（MDT）等方面齐头并
进，层层落实，形成了肿瘤治疗从健康宣教、筛
查、早期诊断到疑难肿瘤诊疗、肿瘤康复、随诊

等一体化、全程化、无缝隙的管理模式。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

标志，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离不开
健康。而凭借人才、技术优势，荆州市肿瘤医院
正担负起全市癌症早诊早治的重任，为江汉平原
百姓筑就坚实的健康堤坝。

本报讯（记者匡奕君 宗璇 特约记者潘健兴 刘敏）
日前，记者从中国老年医学学会与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获悉，经过层层遴选，荆州二医（荆州市老年
病医院）成为我省唯一入选的国家首批20个老年医学
培训基地之一。

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医学事业的进步，探索“医养
结合”模式，成为新形势下医疗机构贯彻落实十九大精
神、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举措。老年医学培训基地
将针对基层卫生单位、医养机构的从业人员，开展老年

医学知识和照护技能继教培训，制订老年医学与照护培
训体系建设方案，实现老年医学与照护标准统一化、服
务同质化。

2012年起，荆州二医落实国家政策、瞄准社会需
求，在中山路部开设老年病医院，探索健康养老区域发
展新模式，取得了一定成绩。此次入选老年医学培训网
络“国家队”，是对该院老年健康服务的认可。基地将为
我市及其周边地区培养输送优秀的老年医学专科人才，
铺就“健康养老”创新之路。

科学抗癌 关爱生命
——市肿瘤医院第24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大型义诊侧记

□ 记者 匡奕君 李晓华 特约记者 张霞

昨日，中铁大桥局承建的蒙华铁路荆州长江公铁大桥铁路桥面，工人正在进行钢梁铁路防水铺装施工。该项施工预计5月上旬完工。荆
州长江公铁大桥主桥钢梁铁路防水铺装层采用超高性能混凝土铺装结构体系。 （曾祥虎 孟庆虎 李新华）

“五癌”筛查内容：
肺癌、结直肠癌、上消化道癌、乳腺

癌、肝癌
筛查人群：
（1）本市户籍常住人口(在本地居住3

年以上)；
（2）年龄40-74岁（以身份证上的出

生日期为准）。
筛查时间：2018年5月-2018年12月
筛查地点：荆州市一医西院（荆州市

肿瘤医院）
荆州市沙市区大庆路40号（市内乘特

2路、56路公交车可直达）
咨询电话：0716-8513515；8513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