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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镇江是公立医
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我市
市民从中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实
惠，与此同时，市民对我市的医
疗卫生行业也有了更高期待，
2020年度镇江市民生实事建议
征集中，很多市民经本报的“市
民建议”通道提出不少关于医疗
卫生的建议。

市民杜微家写了一封长长
的信，为镇江的医疗卫生提出不
少建议。杜微家说，病人到江大
附院和市一人医看一些常见病
时，医生的处方权受到限制，导
致病人频繁去医院就诊开药，增
加了医院和病人的负担，他建议
出台方案解决大医院医生的处

方权问题。另外，增加社区医院
的药品和社区医院的专家门诊
量，可以缓解大医院的就诊难。
杜微家还提议，可否给老年人就
诊或者只是开一些常用药的病
人开辟绿色通道，以方便这部分
人的就诊，缓解医院挂号人多的
现状。

杜微家说，从长远来看，缓
解挂号难的根本是提高大医院
以外医院的医疗质量，即提高市
二院、市三院、市四院、中医院等
医院的医疗质量，加大这些医院
专家、专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防止这些医院的医生流失，对退
休的医术高超的医生，应该建立
返聘机制，工资待遇要相对平

衡。
白衣天使受人尊敬，还有一

群人可能不懂医术，但他们对医
学科学事业有极大的贡献，他们
就是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上
周，75 岁的朱才喜老人特意从
丹徒区辛丰镇来到本报，他提的
建议让人肃然起敬，“我想捐献
遗体，但是家里人不同意，我建
议修改政策，遗体捐献是我本人
的意愿，希望只要本人同意就
行。”朱才喜说，他年纪大了，想
不出更好的方法为社会作贡献，
看到报纸上介绍遗体捐献志愿
者，他希望“我的遗体我做主”。

市民李婧的父母都是遗体
捐献志愿者，2011年，她的母亲
不幸去世，遗体已经捐献，李婧
非常支持父母的决定，但8年来
她一直揪心，因为她没有地方祭
拜母亲，“2011 年，市红会曾向
市政府请示建立遗体捐献‘公德
林园’，这个消息让我们家属非
常欣慰，其实我们早已做好没有

墓碑的思想准备，但如果能去
‘公德林园’献一束花，这将是对
我们极大的安慰。”李婧说，亲属
们所求不多，一面刻有志愿者名
字的墙足矣，“公德林园”不仅是
对志愿者的肯定，也是对家属的
慰藉，而且“公德林园”将传递给
市民一种信息

——志愿者将被人铭记，也
能激励更多的人加入遗体（器
官）捐献队伍中，为社会作贡献，
所以她建议尽快落实“公德林
园”建设。

从出生到死亡，医疗卫生关
乎每一个人，市民也通过医疗卫
生服务看经济发展成果、看政府
管理能力、看党风政风建设、看
社会公平正义，在医保全覆盖的
基础上，市民渴望有更好的医疗
服务、更优惠的医保政策，同时，
市民也愿意用自己的方式，为医
疗卫生事业奉献力量。建议还
在征集中，您的声音，大家都会
听见。 （记者 张驰川）

有人提建议缓解大医院就诊压力，有人提建议“我的遗体我做主”

市民建议为健康镇江“开处方”

京江晚报讯 昨日上午，市政
协举办“政协开放日”活动，近 20名
各界代表走进市政协，与政协“亲密
接触”，了解政协作为，倾听政协故
事，感受政协温度。市政协主席李
国忠出席座谈会并与代表们交流。

上午 9 点半，代表们走进市政
协，观看《政协好声音》专题片，参观
市政协文史展示室、省政协委员之
家和部分会议场所。

座谈中，大家围绕老小区物业
管理、推动垃圾分类、民营经济的发
展、扩大好声音的传播、增强社情民
意的搜集渠道等方面，充分发表了
意见建议。

李国忠向参加“政协开放日”活
动的各界代表表示欢迎和感谢，要
求市政协机关认真梳理代表们的建
议和意见，在今后的工作中进行借
鉴和吸收。他表示，人民政协作为
专门协商机构，将始终围绕“团结和
民主”两大主题，履行好“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充
分发挥出“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
言献策、服务大局”四个作用。他指
出，政协机关的大门永远向人民开
放。“政协开放日”活动作为市政协
广开言路、问需于民的有效举措，是
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有时间地
向社会公众开放，可以让社会各界
对人民政协的履职情况有更直接的
感受，为建设强富美高新镇江凝聚
更广泛的民心民智，画好最大同心
圆。今后，市政协将定期举行“政协
开放日”活动，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和批评，进一步提高政协机关的效
能。

市政协秘书长何培树介绍了
2019年市政协工作的亮点和特色。

（单杉）

市政协举办
“政协开放日”活动

京江晚报讯 为确保农民工按
时足额拿到工资，维护农民工合法
权益，句容市以工程建设领域和劳
动密集型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行
业为重点，按照“谁用工谁负责、谁
出资谁负责、谁欠薪谁偿还、总承包
总负责”的处置原则，实施根治欠薪
冬季攻坚行动。

句容从 11月 15日起对用人单
位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
查，由人社、住建、交通、水利等部门
联合组成检查组，对重点行业、重点
区域及发生过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的企业逐户进行排查，发现问题及
时处理整改。对工资拖欠案件隐
患，实行限期销号制度，重大和影响
大的案件实行挂牌督办，所有拖欠
案件和拖欠隐患于春节前得到妥善
处理和化解。

加强部门协同配合，企业和项
目所在镇（街道、管委会）承担属地
监管责任，住建、交通、水利部门切
实履行行业监管责任，规范工程建
设市场秩序，负责督办因挂靠承包、
违法分包、转包、拖欠工程款等造成
的欠薪案件；财政、发改等部门进一
步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资金监管
和审批管理，坚决防止发生新的政
府投资项目欠薪。与此同时，对可
能发生较大数额的工资拖欠并引发
群体性事件的企业，及时发出预警，
积极督促企业采取措施解决。对因
欠薪问题引发的群体性或极端事
件，立即启动应急工作机制，动用备
付金，快速、稳妥处置。

及时查处“一批案件”。对涉嫌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案件，及时
向公安机关移送，并协助公安机关
查明犯罪事实，配合检察院、法院做
好审查、起诉和审理等工作，保持对
欠薪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据悉，
今年 7 月以来，句容市建设领域和
企业领域已排查用人单位 440 户，
涉及农民工3.5万余人。截至目前，
已立案查处 17件，涉及 17家企业、
110人，追回资金 134.86万元，其中
移送公安3件。 （句仁 沈春来）

句容“攻坚行动”治欠薪

京江晚报讯 前天，记者
从市文广旅局获悉，第二届长
三角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项目）合作机制大会
近日在安徽省铜陵市召开。
会上，镇江市文广和旅游局代
表镇江市接过第三届长三角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合作
机制大会会旗，成为下一届大
会轮值城市。

第二届长三角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
合作机制大会的主要内容包
括长三角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合作机制大会、长
三角地区群文精品展演、长江
经济带公共文化发展论坛和
相关活动。大会发布了合作
机制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成果
和《长江经济带公共文化服务
合作倡议书》，签约了长三角

公共文化“四个一”合作项目，
即长三角城市阅读一卡通、长
三角公共文化和旅游服务一
网通、长三角公共文化联展一
站通、长三角地区公共文化和
旅游服务培训一体化建设合
作项目。镇江市图书馆代表
镇江市签约了长三角城市阅
读一卡通项目。

在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
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我市争
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稳步推进。全市公共文
化管理服务体制机制不断健
全，颁布了《镇江市公共文化
服务保障办法》；公共文化服
务设施不断完善，665个村（社
区）均建成省级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不
断增强，制定了图书馆、文化
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一系列

公共文化场馆管理服务规范；
评价考核体制机制不断健全，
出台了《镇江市公共文化服务
绩效评估办法》；公共文化服
务标准化、均衡化、数字化发
展不断推进，制定了《村（社
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管理服
务规范》省级地方标准，完善
了文化广场标准化体系，实施
茅山老区经济薄弱村公共文
化设施强基工程，优化升级

“文化镇江云”公共文化数字
平台，为第三届长三角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合作机制大
会举办打下了良好基础。

（朱秋霞 王佑嘉）

我市成为第三届长三角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合作机制大会轮值城市

京江晚报讯 为进一步促进大学
生充分就业，助推高校毕业生留镇就
业择业，昨天下午，2019年镇江市高
校毕业生留镇行动专场招聘会在镇
江高专举行，2000 余名 2020 届毕业
生参加了招聘会。

本次招聘会，丹徒人社局共组织
了镇江市 88 家企业来到会场，这些
企业提供了操作、技术、管理、服务、
人事、文员、营销、财务、策划、网页制
作、艺术设计、电子商务、物流、家装
设计等就业和实习岗位近千个。这
些岗位涉及电气工程、酒店管理、机
械装备与模具、汽车维修与营销、生
物技术、眼视光技术、医药与器械、医
疗护理、财经商贸等领域，基本涵盖
了市高专所有开设专业。

本次活动由市人社局主办、丹徒
人社局承办，镇江高专协办，对于促
进高校大学生充分就业、加强校企合
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 （吴建强 古瑾）

高校毕业生
留镇行动专场招聘会
在镇江高专举行

好天气吸引不少游客和市民走进景区，亲近大自然。昨日，我市天气晴好，游客在宝华山
千华古村景区内休闲，晒晒暖阳，欣赏城市山林五彩斑斓的风景。 辛一 陈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