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胡佳英

【关键词】提高公共场所AED
普及和使用

【案由】2020年12月，一位市
民在市体育馆打羽毛球时突发
心跳骤停，现场医生临危不乱，
利用市体育馆配备的 AED 自动
体外除颤仪进行抢救，最终患者
得到成功救治。此事引发了市
民对AED的关注，市政协委员郭
朔梅也联合其他委员提出了《关
于提高我市公共场所 AED 普及
率和使用率的建议》。

作为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
护人员，郭朔梅向来关心城市公
共卫生体系建设。就拿市民突

发疾病来说，现场急救和后期急
救相辅相成。现场急救是重要
的黄金抢救期，AED的使用是现
场急救的重要一环，关乎现场急
救质量。AED即自动体外除颤
仪，是一种用于抢救心源性猝死
患者的便携式医疗设备。在公
共场所配置AED，能有效提高医
院外心脏骤停抢救成功率。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公共卫
生建设，早就将AED的合理配置
和推广使用纳入了城市公共卫生
体系和应急体系建设范畴。目前，
我市已在市体育馆、全民健身中
心、市文化馆等人员密集场所配备
了8台AED自动体外除颤仪。

“多年来，平湖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AED的配备与使用，但
与2020《中国AED布局与投放专
家共识》的配备要求还存在差
距。”郭朔梅说，除了投放数量不
足外，公众还存在对AED不会使
用、不敢使用的现象。

针对全市面上 AED数量少
这一问题，郭朔梅建议有关部门
开展前期调研，做好公共场所
AED安装的规划及布局，对主要
公共场所及人员密集场所优先
配置 AED，以便群众不时之需。

“目前，平湖正在加快智慧城市
建设，比如百姓在手机上就能知
道哪里有停车场、哪里有公共自
行车停放点，给群众的生活带来
很多便利。”正是感受到了智慧

城市的便利，所以郭朔梅建议将
AED地图纳入到智慧城市建设
过程中，以便广大市民在需要时
能够第一时间找到AED。

郭朔梅等人的提案，不仅立
足于合理投放AED数量、让群众
第一时间找到AED，还关注AED
使用培训情况。AED使用，是一
种急救新观念，对普通大众来说
更是宝贵的生存技能。为此，郭
朔梅建议发挥红十字应急救护
培训主体作用，将AED的使用培
训纳入急救培训规划，开展配置
AED场所相关人员和志愿者队
伍的急救培训。同时发挥区域
内各级医疗机构专业优势，通过
主动开展院内应急救护演练，并

邀请有关单位和居民观摩学习，
更好地普及院前急救知识。

“通过一系列的培训，希望市
民会用AED、敢用AED，在真正需
要的时候让AED发挥最大的作
用。”郭朔梅说，营造人人会用AED
的氛围，也需要借助报纸、电视、电
台、微信公众号等媒介，提高公众
对AED的认知，真正让AED像灭
火器一样得到重视和广泛使用，加
快推进“健康平湖”建设。

市政协委员郭朔梅——

争分夺秒守护群众健康

■记者 华婷婷

本报讯 近日，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之下，已
经可以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了，春天里的花朵也跟
着春天的脚步一起迎来了绽放期。在钟埭街道
的樱花公园内，一大片中国红樱花已经迎来了盛
放期，满树的春花烂漫，给公园带来了无限春
色。这片中国红樱花位于樱花公园东侧，是公园
内最早开放的一批早樱。近200棵中国红樱花自
2月初迎来开放，眼下，已是满树绯红，明媚动人，
成了一大片花的海洋。花开正艳，暗香浮动，引
得蜜蜂在樱花丛中飞来飞去，赏樱游客纷纷驻足
欣赏，不时拿出手机拍照，与大好春光合影留念。

除了抢先一步盛开的中国红樱花，樱花公园
内的另一个早樱品种——牡丹樱，也已含苞待
放。因为今年格外温暖的早春，牡丹樱提前一周吐
露花苞，即将在未来一周内迎来盛放。但游客如果
想在公园内遇见各色樱花一同盛放的最美樱花季，
3月中旬是最佳时间。气温回暖，3月中旬起，樱花
公园的阳光樱、染井吉野、还有垂枝樱等将会陆续
开放。等到4月上旬，园内的晚樱也将迎来绽放，
为春天的“尾巴”再添一抹春色。目前，樱花公园共
种植了10多个品种，约2万株樱花，观赏期将从2
月初一直持续到4月中旬，届时市民也可约上三五
好友来到樱花小镇邂逅粉红浪漫。

春风和煦、鸟语花香，除了赏花还有不少市
民选择外出踏青游玩，我市的各处公园、绿地成
了人气最旺的打卡点，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来
到公园感受春暖花开。公园的大草坪上，游人踏
青、放风筝，好不惬意。这其中，亲子组合格外
多。家长和孩子凑成三三两两的队伍，迎着风肆
意奔跑，放飞风筝，各式各样的风筝漫天飞舞，让
早春的天空多了份明媚感觉。

“趁现在天气好，孩子也还没开学，便带着孩
子出来感受一下自然风光、体验一番踏青的感
觉。”市民汪瑶开心地说道。和汪瑶一样，不少市
民在鸟语花香中体会春日美好的同时，也在公园
里放飞风筝，春日的公园也显得十分热闹。

除了放风筝，不少游客选择以更慵懒的方式
享受公园的春日阳光。寻得一处上佳的空地，席
地而坐或搭起帐篷，一行人围坐在一起，吃着小
吃，谈着趣事，欢声笑语与公园的风光美景构成
了这个春天最美丽的全家福。

春暖花开时 踏青意正兴

昨天，在钟埭街道钟埭村家宴中
心内，志愿者们围在一起做汤圆。据
介绍，这些汤圆将赠送给村里的环卫
工人、老党员及困难家庭，提早为他
们送上元宵节祝福。
■摄影 王 强 陈明远 徐冰艳

做汤圆 送祝福

■记 者 居丹荔
通讯员 宋东方

奋力打造“重要窗口”最精
彩板块的新崛起之城，离不开
一支能征善战、实干担当的平
湖铁军，离不开上下同欲、风正
劲足、积极有为的干事创业氛
围。今年以来，我市铁军打造
工程紧紧围绕保障经济创新、
环境整治、民生共享三大工程
及平安平湖建设等重点工作，
大力实施“十大比拼行动”，进
一步推动各级干部攻坚克难、
勇猛精进，勇立高质量发展潮
头，争当一体化发展先锋，打造
了一支具有“五个铁一般”红船
旁的平湖铁军。

过去一年，围绕全市经济转
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组合
拳，为圆铁路梦、数字梦、大港梦
等平湖发展梦，我市组建的 8支
追梦突击队开拔出征。迎着猎
猎旌旗，一年来，各追梦突击队
聚焦首位战略、“四大工程”，发
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战斗精
神，当先锋、打头阵、攻难关，用
实干与汗水诠释着追梦担当。

去年 5月 13日第一台设备
起重机安装到位、7月四大车间
完成施工设备进厂安装、12月28
日首台整车正式下线……汽车

项目建设周期通常为 3年，而长
城汽车平湖整车项目仅仅用了
14个月。创造服务整车落地投
产“平湖速度”的背后，“整车梦”
追梦专班始终在努力。

在长城汽车项目建设推进
中，该“追梦突击队”专班协调
了党建服务专班、经贸服务专
班、安全服务专班、建设服务专
班以及以国网平湖市供电公司
专家为主要成员的用电服务专
班、通电服务专班 6 个专班，并
聘请了 28 位服务专员，更加精
准高效地为长城汽车项目提供
全领域服务，破解了施工作业
中的一个个难题，赢得了企业
方的点赞。

在各支追梦突击队专班的
努力下，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许
多重要领域、重点项目取得了新
进展。为圆好“铁路梦”，过去一
年我市加快推进沪平城际铁路
项目获批后的各项工作，2020年
7月，完成工可及规划选址、用地
预审、稳评等专题招投标，8月至
9月完成工可编制，11月下旬国
铁集团鉴定中心审查，目前已进
入鉴修阶段；在“科创梦”征程里，
去年我市共培育孵化器6家，众创
空间5家，分别在上海、深圳设立
8家域外孵化器，有效促进了人才
资源向创新动能转化……截至目
前，8个梦项目推进情况均取得
了重大进展，也为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积蓄了更大的力量。

重大项目集全市之力追梦
突击，一线难题则依靠部门联
动驻点突破。领到破难任务
后，各个市级机关部门（单位）
高度重视，把攻坚破难项目作
为推进工作开展重中之重，积
极想办法、找对策、谋出路。各
镇街道发挥主体作用，担当作
为推进问题解决，形成全市上
下配合、合力推动难题解决的
良好氛围。

近年来，我市城镇建设迅
速发展，建设用地总规模接近

“天花板”，S302（平湖至安吉公
路平湖新仓至曹桥段工程）、
S202（嘉善至永嘉公路平湖新
埭俞家浜至大齐塘改建工程）
两个省道项目需用地面积 1422
亩，苦于没有空间，没有用地指
标，自 2016 年列入省交通规划
后，整整 4年无法落地。因此去
年市委决定将 S302、S202 建设
用地破难项目列入年度市级机
关部门领导驻点破难项目，并
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徐
海飞领衔破难。

破难组立即成立土地报批
专班，20 余次赴镇街道开展调
研指导，保障用地报批第一手
资料的准确性。由于 S302项目
涉及占用我市二级水源保护地

广陈塘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边缘
地带，我市即刻申报论证，积极
对接，纳入 2019 年最后一批论
证会，并顺利通过省自然资源
厅专家组论证。目前，这两条
道路建设已获省级预留空间指
标 1169 亩、省级重大基础设施
用地指标 1061 亩、省统筹和嘉
兴市统筹补充耕地指标 707亩，
S302、S202 的用地保障得以成
功破解。

去年，我市围绕市重点、中
心工作，通过领导点、部门找、基
层提等方式，共征集到小微科技
企业园建设、城区犬类规范管
理、“污水零直排区”建设等难题
132个。经梳理讨论，共确定两
批市级机关部门领导驻点破难
项目 43个，抽调来自 19个市级
机关部门的40名局长、副局长领
办破难。截至12月底，第一批18
个驻点破难项目平均完成进度
93%，100%完成10个。

使用是最好的关爱，及时选
拔使用那些经过实践考验的优
秀公务员，才能让担当之泉常
涌，让干事之树常青，让奋斗之
火常盛。“这几年来，我们牢固树
立‘以破难实绩论英雄’用人导
向，对破解难点、重点问题中表
现突出且条件成熟的公务员，予
以优先提拔使用。”市委组织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干部考察方面，市委组织

部专门出台关于年轻公务员一
线培养的考察鉴定办法，建立健
全列席会议横向考察、中心工作
跟踪考察、组工干部分片网格式
考察等多种制度相结合的立体
式干部考察机制，并根据实际情
况选派部机关骨干干部列席中
心工作会议、开展破难项目一线
督查，并适时召集破难项目、重
点工程负责人会议，第一时间了
解掌握各级各部门和相关年轻
公务员在推进重点工作中的担
当精神、现实表现、工作成效。
去年以来，市委组织部派员列席
一线项目等工作会议36次，通过
工作汇报等方式考察公务员 128
人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之初，
市卫生健康局的张国富便扛起
责任担当，带领工作组进驻全
市第一个集中医学观察点。去
年农历大年三十，他毅然放弃
了与家人团聚，冒着风险，把
家、办公室搬到驻点，24小时驻
守。大事小事突发事，只要和
隔离人员有关的事，他事事关
心、事事回应。去年 7 月，经过
急难险重任务考验的他被提拔
到 了 乡 科 级 副 职 领 导 岗 位 。
2017 年以来，全市共提拔重用
148名优秀公务员，其中有一线
锻炼经历的占 88.5%。

重大项目追梦突击

一线困难驻点突破

优化导向激励担当

冲在一线冲在一线 追梦突击追梦突击
——回眸2020年铁军打造工程（上）

C2 平湖版

2021年2月24日 星期三 电话/85018195
编辑/殳璐妍 版式/李春霞 校对/张 真 E-mail/pinghubs@vip.163.com

本报讯 近日，在新鲜出炉
的 2020年度嘉兴市镇（街道）服
务业高质量发展竞赛评价排名
中，我市当湖街道勇夺第一。

“能在整个嘉兴市脱颖而
出，这离不开我们街道‘服务业
兴市’的发展战略。”当湖街道
经济发展办主任倪晓伦说。近
年来，当湖街道作为我市主城
区，围绕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
区的建设目标，高起点谋招商、
高质量引项目、高强度抓推进，
始终坚持以打造楼宇经济为抓

手向空中要空间、要资源、要效
益，注重学习周边地区发展经
验，创新引领构建两业融合新
局面。

目前，当湖街道的“一区一
园一带一路”产业发展格局已初
步形成，激活了经济发展革新的
新篇章。去年，当湖街道积极落
实长三角一体化首位战略，聚焦
数字经济，深化服务对接，优化
招商模式，成功举办接轨上海经
济高质量发展招商推介会和楼
宇经济招商推介会，一个个数字
经济、生命健康、新能源、航空航
天等项目纷纷登台亮相，使得当
湖街道实到市外内资 5亿元，完

成目标任务的 166.7%，其中数字
经济项目 2.1亿元，引进国内行
业领先企业及总投资超亿元项
目24个。

精准高效的招商引资背后，
是平台载体的有力支撑。据悉，
我市当湖街道积极搭建平台，推
动产业聚集发展，去年新增五星
级楼宇 1幢和三星级楼宇 2幢，
新增规（限）上服务业企业数 17
家，新增楼宇入驻企业 117 家。
同时，与之相伴的楼宇社区服务
中心也实现常态化运行。“我们
是一家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公
司，所以我们深知服务的重要
性，选择总商会大厦作为我们的

落址地是因为附近的各项配套
设施都十分完善，让我们办公起
来十分安心。”邦芒人力公司总
经理张卫国说，优质的营商环
境，有力的平台载体为邦芒带去
了意想不到的价值，去年邦芒的
年营收已超100亿元。

平台涌现活力的同时，当湖
街道的现代服务业更是铆足干
劲，持续发力。据悉，去年当湖
街道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137.54
亿元，同比增长 7.3%；服务业产
业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增加值
占GDP达91.24%。119家规（限）
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95
亿元，同比增长14.9%；36家规上

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36.86
亿元，同比增长 28%。服务业税
收占企业税收总额的84%。限上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 24.04 亿
元，同比增长 6.3%，推动消费市
场全面复苏，引领经济高质量
发展。

“今年，当湖街道将着力推
动‘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向‘现代
服务业创新发展区’升级发展，
持续扩展南市商务区创新发展
辐射力，借势‘数字经济发展年’
契机，以‘3522’总目标积极育新
机、开新局，勇当开路先锋，努力
打造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平湖样
板。”当湖街道党委书记陈伟说。

■记 者 金睿敏
通讯员 赵泽曦

在2020年嘉兴市镇（街道）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竞赛中

当湖服务业脱颖而出勇夺冠

昨天下午，政协委员们步履匆匆地前来报
到。经测温、亮码、签到等手续后，政协委员们完成
报到，大家风尘仆仆而来，脸上却看不到疲倦，取而
代之的是为民发声的担当，是积极履职的精气神。

有一种步伐，铿锵有力，为着平湖经济社会发
展踏步而来。在昨天的报到现场，一位位政协委
员，或是教育、农业、工商联等界别的专业人士，或
是镇街道、部门乃至村社区的干部，他们来自不同
岗位、从事不同工作，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名称，那就
是“政协委员”。报到现场，大家纷纷交流平湖取得

“四连胜”的不易，尤其去年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全市取得“两手抓、两战赢”的高分答
卷，大家认为这凝聚了全体平湖人的卓绝努力。殊
荣代表过去，但同样激励未来，更坚定了政协委员
们为平湖发展建言发声的决心。或推进首位战略，
或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或做优镇街道平
台体系，围绕金平湖“勇开新局”之年发展重点，政
协委员们带着沉甸甸的提案信步而来，一字一句都
透着对平湖高质量发展的希冀。

有一种声音，温暖坚定，代表基层群众传递
而来。“我今年带来的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提
案，这不仅关乎百姓的获得感，更影响一个地方
的招商环境，我希望大家更关注农村环境的整
治。”“我带来的是关于社工队伍的提案，现在社
工深度参与基层治理，我希望在稳定社工队伍建
设方面有更大力度。”……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到农村全域环境整治，从基层治理到平安建设，
从巩固创建成果到建立长效机制，政协委员们由
点及面、点面结合，提出了一份份高质量提案。
提案虽然内容不同，但每一份都汇聚民意、传递
民声，让人感觉温暖且有力。

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点一滴见初心。前期，政
协委员们奔赴现场、下沉一线，用脚步丈量民情，用
真心记录时代；今日，大家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
精神赴会，展现着
政协委员的使命担
当，更彰显着大家
的为民情怀。

为民履职显情怀

遗失声明
●平湖市贸易市场服务总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214666351X5 ；以及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本报讯 昨天上午，我市今年春季女兵初检
在市民兵训练中心举行，共有10名女青年参加初
检。本次体检主要为核对应征女青年的学历等
信息，并测量身高、体重、视力等基础项目。

就读于嘉兴学院平湖校区的大二学生许丹
琴早早来到了体检现场。“我从小就非常羡慕那
些英姿飒爽的女兵，我希望去部队好好锻炼。”许
丹琴说，这次她能鼓起勇气参加征兵离不开市人
武部的前期宣传。今年 1月中旬，市人武部来到
嘉兴学院平湖校区开展征兵宣传，让许丹琴内心
的军营梦一下子被点燃了。

据市征兵办综合计划组相关人员介绍，女兵
的体检流程与男兵体检不同，在县内完成初检后
再去嘉兴市进行体检，随后再到省里进行体检，
体检的项目也有所增多。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女
兵征兵同样为两季征兵，有意参军的适龄女青年
也可报名参加下半年的征兵体检。

10名女青年参加
春季征兵初检

■记者 林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