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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柔性引才群众得实惠
□时报记者 李富生 通讯员 胡志桥
近日，互助县人民医院介入科收到
了一幅印有“医术精湛显神通、服务热
情暖人心”的锦旗，赠送人祁某紧握着
沈阳军区总院选派到互助县人民医院
开展业务帮扶工作的专家丛占春的手，
含泪说：
“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感谢您
……”
不久前，祁某因突然出现胸痛、呼
吸急促并几度昏迷而被紧急送入互助
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时，生命危在旦夕，
医生们立即开启绿色通道全力抢救。
沈阳军区总院选派来援助的专家丛占
春正好在互助县人民医院指导业务工
作。经专家检查初步诊断为“急性广泛
前壁心梗，需要 PCI 治疗”，征得家属同
意后，患者立即被推进手术室。在手术
中发现患者冠脉血管前降支中段 99%
闭塞，丛占春立刻进行 PCI 治疗，为患

者植入前降支支架 2 枚。近 2 小时治疗
后，患者冠脉血管恢复血流，胸痛症状
缓解，脱离了生命危险。
“在日常诊疗中，像祁某这样的急
病患者很多。如果是以前，肯定是要送
到省级医院或外地进行治疗，在路途上
也耽搁时间。现在有了引进专家的帮
扶指导，我们医院就可以治疗，患者也
不用跑到外地去求医，在家门口就可以
享受到顶尖级专家的治疗。”互助县人
民医院副院长谢占奎欣慰地说。
近年来，互助县坚持人才强县战
略，积极协调沈阳军区总院、中国医科
大学附属盛京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
武医院等省外医院与互助县人民医院
建立了对口帮扶平台，并筹建了海东
市首家专家工作站——互助县人民医
院专家工作站。截至目前，互助县人
民医院采取“走出去”开阔视野，
“ 请进

来”现场指导的方式，已有 30 多名省
内外知名专家纳入专家工作站，先后
选派 80 名业务骨干到相关医院的专
业科室跟班学习，并邀请一名知名专
家担任互助县人民医院学科带头人。
沈阳军区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
京医院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先后
选派 20 批 153 名专家到互助县人民医
院 开 展 现 场 诊 疗 指 导 ，共 诊 治 病 人
9403 人次、抢救危重病人 931 人次、带
教手术 1943 人次，完成心脑血管手术
426 例。同时，相关医院的专家组开展
远程会诊 40 余次，使多疑难患病者得
到有效救治。
如今，在柔性引进人才及对口单位
的大力帮扶下，互助县整体医疗水平得
到了明显提升，土乡群众足不出县就能
得到国内知名专家的治疗，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得到逐步解决。

非法登录前妻微信号

盗转 16570 元
时报讯（记者 颜金梅 通讯员 蔡
祥元）11 月 22 日，互助一男子非法登
录前妻的微信账号盗转银行卡内现
金 16570 元，最终，该男子通过办案民
警耐心的法律讲解，积极退还了全部
赃款，犯罪嫌疑人袁某某也被互助县
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
11 月 22 日，一张姓女子到互助县
公安局刑警大队报案，称其银行卡内
16570 元现金被人通过微信转账方式
转走。经办案民警细心询问，发现其
前夫袁某某嫌疑重大，遂将袁某某依
法传唤到刑警大队进行讯问，袁某某
如实供述了非法登录前妻张某某微
信号并盗转绑定银行卡内 16570 元现
金的犯罪事实。
2018 年 11 月 19 日，
张某某通过法
庭与前夫袁某某办理了离婚手续，并
当 庭 退 还 了 男 方 彩 礼 等 损 失 8.5 万
元。离婚当天，由于二人在婚姻存续
期间袁某某经常使用妻子张某某的微
信号，
张某某索要其微信号时，
袁某某
将微信密码告诉了张某某。袁某某再
次索要 5000 元损失款时被张某某拒
绝。11 月 20 日，袁某某悄悄修改了张
某某微信密码并登陆张某某微信时，
发现张某某给微信朋友发了银行卡图
片，袁某某猜想对方可能会给张某某
的银行卡转钱，遂起了转款贪念。11
月 21 日，张某某微信绑定的银行卡上
从外省转入务工工资 16570 元，袁某
某发现后登陆张某某微信，分三次将
16570 元钱转入自己微信绑定的银行
卡内。当日，张某某发现工资被转后
立即打电话给袁某某，袁某某承认是
自己转走的但拒绝退还。张某某多次
索要无果后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依
法追回自己的合法财产。
经过办案民警耐心的法律讲解，
袁某某才认识到了偷转他人微信绑
定银行卡现金构成盗窃犯罪的严重
后果，表示十分懊悔，积极退还了全
部赃款并请求能够得到从轻处理。
目前，犯罪嫌疑人袁某某被互助
县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民和县新时代农民（居民）讲习所创建工作自今年 10 月开展以来，用群众听
得懂、喜欢听、易入脑的语言，通过拉家常、接地气的讲习方式大力开展讲习，激
发广大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使广大贫困群众真正从思想上脱贫、从精神上振
兴，使正能量在群众心中弘扬，文明新风在乡村传播。截至目前，全县共累计开
讲 100 余场，参与群众达 8000 余人（次）。图为隆治乡组织“乡土人才”进农家开展
讲习活动。
时报记者 金显花 摄

化隆锡山扶贫协作

步入快车道
时报讯（记者 周晓华）自化隆县和锡山
区建立合作关系以来，化隆县将对口支援工
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通过两地相关部门深
入对接，形成了“十三五”对口帮扶扶贫协作
规划，签订了双方合作框架协议，东西部扶
贫协作工作步入快车道。
据了解，化隆县成立了以县委县政府主
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部
门主要负责人和各乡镇乡镇长为成员的化
隆县东西部扶贫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并实体
化运作东西部扶贫协作办公室，抽调 2 名专
职人员充实力量。制定下发了《化隆县推进
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关于
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通知》等
文件，将相关工作细化分解，明确了责任领
导和部门。
同时，不断创新对口帮扶工作机制，积
极探索两地沟通交流的新思路、新办法、新
途径。采取表格化的管理模式，完善了对口
帮扶工作和项目实施的统计监测、信息通
报、考核评估、督察督办等各项制度，初步形
成了一周一跟踪、一月一汇总、一季一通报、
定期抓推进、不定期督查的工作机制，增强
了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创新性、针对性和
科学性，确保了工作成效。通过双方共同努
力，截至目前，锡山区对口扶持化隆县资金
总量为 4864 万元，
扶持 15 个项目。
今年以来，除了两地东西部协作规划确
定的规定项目外，锡山社会各界的企业代
表、慈善组织、爱心人士等也积极参与这项
工作，为化隆县的脱贫攻坚贡献爱心和力
量。截至目前，累计已有近 20 批次 180 多人
次的锡山团组到化隆开展捐款捐物献爱心
活动，捐助物资金额折计近 400 万元，形成了
良好的帮扶氛围。

103

三级
轻度污染

首要污染：
PM2.5

乐都推动养老服务迈上新台阶
时报讯（记者 周晓华 通讯员 张玉
英）近年来，海东市乐都区高度重视
养老服务工作，把养老服务工作当做
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
标尺，持续完善辖区养老服务体系，
不断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多
方面的需求，推进养老服务工作再上
新台阶。
乐都区持续完善区、乡、村三级
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结合村老年
协会、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及农村互助
幸福院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与文
体休闲、餐饮、医疗等相结合的养老
服务模式，在 4 个社区及 57 个村开展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新模式。结合实
际，开展服务对象能力再评估，强化
精准力度，年内为 7900 名老年人提供

居家养老服务。同时，继续推行养老
服务设施“公建民营”及“民办公
助”运营模式，提高特困养老机构的
使用率，入住率达到 70％以上；开展
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不定
期对养老院运营管理、生活服务、健
康服务、社会工作服务、安全管理等
方面进行监督检查，确保社会福利机
构安全运营。
此外，乐都区还积极落实老年人
意外伤害保险和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
险，支出 21.6 万元为 7261 名 60 周岁
以上的老年人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支
出 0.5 万元为入住养老机构的 165 名老
年人投保养老机构综合责任险，参保
率达 100％，有效化解养老机构和居
家老年人意外风险。

建议采取措施：
儿童、
老年
人及心脏病、
呼吸系统疾病患
者应减少长时间、
高强度的户
外锻炼。

海东市环境保护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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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市气象局提供 制图/时报记者 张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