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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答记者问
问：您好，贵医院是一所综合医院，但

却一直被称为“精神病医院”，您怎么看？
答：这可能是大家对我们医院的认

知还停留在以前，现在附二医院是湖北
科技学院直属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开
设有内科、精神科、心理科、外科、妇产
科、儿科、传染性疾病科、中医康复科、
五官科、皮肤科、急诊科、体检科、麻醉
科、检验科、病理科、放射科、超声科、机
能科等临床科室，共有医务人员480余
人，其中正高职称16人，副高职称55
人，博士15人，硕士50人，购置有核磁
共振等一系列大型医疗设备。医院质
量管理和医疗服务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争取做到患者更安全，社会更信任，百
姓更满意，久而久之，附二医院作为一
所二级甲等综合医院，会被越来越多的
市民所知晓。

问：面对国家医改新政策与百姓日
益增高的医疗服务要求，贵医院会从何
入手？

答：在医改的大背景下，医院改革
和发展的一个永恒课题就是要提高医
疗服务的有效性。这个有效性，一方面
是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关键；另
一方面，也是提升医疗服务品质和促进
医院科学发展的关键。我院将深入进
行精细化管理，打造附二医院的品牌，
这是也是医院管理创新的着力点和发
展趋势。

问：随着公立医院改革的深化，现
阶段公立医院面临着更多深层次的问
题和矛盾。您认为公立医院院长们将
会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答：在新一轮改革的面前，公立医
院需要考虑和解决好的问题有：第一，
处理好大医改和公立医院改革的关
系。大医改强调的是三医联动，而三医
联动中公立医院改革是关键，对于院长
来讲，公立医院改革在医改中绝不能拖
后腿。第二，公立医院的改革应该走在
前列。因为医院需要调动医务人员的

积极性，需要解决医院医疗服务的有效
性问题，是需要靠医院机制改革与创新
来驱动的。第三，。医疗服务的有效性
说到底还是要通过医务人员的服务来
实现。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最直接的影
响因素就是医院管理，在医院管理中，
则需要通过绩效和薪酬等手段来更好
实现医务人员积极性的发挥。

问：听闻贵医院最近在大楚城开展
了一系列的义诊活动，对于这样等社区
的公益活动您怎么看？

答：我院自2012年以来，克服了院
内工作繁忙，人员紧缺等诸多困难，每
年组织医护人员义诊达到数十次，为老
百姓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从中受益的
人数每年高达万余人，我们希望通过这
样的义诊活动，让身体不便的居民能享
受到足不出户的免费医疗与服务，提高
社区居民的健康知识水平，增强居民的
健康保护意识，更好地解决了百姓“看
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受委托，我公司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
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物基本情况
标的一：位于嘉鱼县鱼岳镇魏家塘201

号南门废品收购站门面三年租赁权，建筑面
积：39.76㎡，参考价：8300元/年，竞买保证
金：5000元；

标的二：位于嘉鱼县鱼岳镇沙洋大道97
号副食店三年租赁权，建筑面积：5.00㎡，参
考价：5300元/年，竞买保证金：2000元；

标的三：位于嘉鱼县鱼岳镇沙洋大道97
号彩票店三年租赁权，建筑面积：5.00㎡，参
考价：5300元/年，竞买保证金：2000元；

标的四：位于嘉鱼县鱼岳镇沙洋大道嘉
鱼县中心药店一楼门面三年租赁权，建筑面
积：104.44㎡，参考价：200200元/年，竞买保
证金：100000元；

标的五：位于嘉鱼县鱼岳镇沙洋大道97
号女人堆服装店三年租赁权，建筑面积：
30.36㎡，参考价：58300元/年，竞买保证金：
20000元；

标的六：位于嘉鱼县鱼岳镇凤凰大道四
大楼药店三年租赁权，建筑面积：40.49㎡，

参考价：30300元/年，竞买保证金：10000
元。

二、竞买人资格
本次拍卖标的四与标的六使用用途仅

限药店经营，报名标的四与标的六的竞买人
需提供具有药品零售资质的营业执照、药品
经营许可证，其余标的禁止经营：噪音、污染
行业。

三、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2月18日
16时前到我公司索取竞买资料和交纳竞买
保证金并办理竞买报名手续。

四、拍卖会于2018年12月19日10时
在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嘉鱼县
司法局6楼会议室)举行。

五、本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其所在地公
开展示。

六、联系方式和银行账户
(一）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先生
电话：0715-8278999 18871500917
（二）银行账户
户名：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1818000509200009211
开户银行：咸宁市工行泉塘支行

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30日

拍卖公告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崇阳中医院崇阳中医院
骨伤科骨伤科

（（咸咸））医广医广【【20182018】】第第001001号号（（广告广告））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整改进行时
值班电话：027-88612010(受理时间：8∶00—20∶00) 邮件信箱：武汉市A77841邮政信箱

11月29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湖北省配合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联络组移交督察组11月28日受理群
众来电来信举报件92件，其中来电67件，来信25件。重点交办件
5件，目前已全部交办到各市州。

按照信访件分布情况，武汉市22件、黄冈市19件、孝感市10件、
襄阳市9件、随州市5件、黄石市4件、荆州市4件、宜昌市4件、咸宁
市3件、十堰市2件、荆门市2件、鄂州市2件、恩施州2件、潜江市2
件、天门市2件。按污染类型分类，其中有些举报件涉及多种污染类
型，大气污染类57件、水污染类39件、生态破坏类20件、噪音污染
类18件、土壤污染类12件、其他污染类5件。

截至11月29日，共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
件2605件（来电2155件，来信450件），其中重点交办件281件，已
全部交办到各市州和省直有关部门。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转办
我省环境问题信访件92件

序号

1

2

3

受理编号

D420000201811210029

D420000201811210030

D420000201811210002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咸宁市通山县通杨镇茅田村有人
开山炸石头，毁坏了村民的田地。

咸宁市崇阳县崇东乡马桥村八组
光华养猪合作社，粪便排放至河流，臭
味很大，苍蝇蚊子多。

咸宁市咸安区广东半村巨灵集团
公司下面的生产密度板的分厂，烟囱排
放浓烟，影响了群众生活。

行政区域

咸宁市

咸宁市

咸宁市

污染类型

生态,土壤

大气,水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信访人反映的通羊镇茅田村有人开山炸石毁坏田地事项，
经调查核实2017年10月，通山县政府已组织电力、交通、林
业、公安、安监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对该矿实施了断电断水，
2018年10月通山县非煤办对该矿区所有机械设备进行了拆
除，该矿山已关闭未生产，信访件反映事项不属实。

信访人反映2个问题。
1.信访人反映的光华养猪合作社，粪便排放至河流事项，

经调查核实该合作社猪粪采取干湿分离后，养殖废水通过管道
进入沼气池，经沼气池发酵处理后流入沉淀池，最后用泵抽至
周边山地用于灌溉，此事项不属实。

2.信访人反映的崇阳县光华养殖专业合作社臭味很大，苍
蝇蚊子多事项，经调查核实该合作社内无废气污染治理设施，
有明显气味，此事项属实。

综上，信访人反映情况属实。

信访人反映的巨灵集团公司生产密度板的分厂烟囱排放
浓烟，影响了群众生活事项，经调查核实湖北巨宁森工股份有
限公司污染防治设施持续正常运行，该企业有组织、无组织排
放废气均达到国家标准，排气筒排放的气体实际上是热能烘干
水份产生的水蒸汽，此信访件反映情况不属实。

是否属实

不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无

崇阳县畜牧局、县环保局、铜钟乡
政府要求崇阳县光华养殖专业合作社
养猪场：一是于2018年12月底前销售
清空所有生猪；二是按照要求规范建
设异位发酵床，对场区内进一步完善
雨污分流；三是请第三方公司制定方
案有效解决养殖场内臭气问题；四是
整改完成前不得擅自投入饲养生猪。

1.咸安区环保局、咸安经济开发
区、向阳湖镇政府将对湖北巨宁森工
股份有限公司加强日常监管，确保污
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2.向阳湖镇政府与当地群众做好
沟通工作，消除当地群众误解。

问责情况

无

无

无

咸宁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办理情况一览表
（第22批，2018年11月29日）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一经公布，引起
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特别引发了法律和
伦理方面的争议。2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
三部门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表示：
此次事件性质极其恶劣，已要求有关单位
暂停相关人员的科研活动，对违法违规行
为坚决予以查处。

国家卫健委：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
以查处

国家卫健委高度关注近期有关“免疫
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的信息，第一时间
派出工作组赴当地和当地政府共同认真
调查核实。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始终重视和维护人
民的健康权益，开展科学研究和医疗活

动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进
行。

“目前媒体所报道的情况，严重违反
国家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相关部门和地
方正在依法调查，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
以查处。”曾益新说。

曾益新呼吁，当前科学技术发展迅
速，科学研究和应用更要负责任，更要强
调遵循技术和伦理规范，维护人民群众健
康，维护人类生命尊严。

科技部：已要求有关单位暂停相关人
员的科研活动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开展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
基因编辑临床操作在中国是明令禁止的，
此次媒体报道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公然
违反国家相关法规条例，公然突破学术界

伦理底线，令人震惊，不可接受，我们坚决
反对。

徐南平介绍，科技部已要求有关单位
暂停相关人员的科研活动。

“下一步，科技部将在全面客观调查
事件真相的基础上，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
规予以查处。”徐南平说。

中国科协：取消贺建奎第十五届“中
国青年科技奖”参评资格

日前，中国遗传学会、中国细胞生物
学会、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以及
一批科技工作者已相继发出严正声明，表
明中国科技界的鲜明立场和坚定态度，反
对挑战科学伦理的任何言行。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怀进
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事件性质
极其恶劣，严重损害了中国科技界的形象

和利益。我们对涉事人员和机构公然挑
战科研伦理底线、亵渎科学精神的做法表
示愤慨和强烈谴责。

“中国科技界坚决捍卫科学精神和科
研伦理道德的意志决不改变，坚决捍卫中
国政府关于干细胞临床研究法规条例的
决心决不改变，坚守科技始终要造福人
类、服务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初心决不改
变。”怀进鹏说。

据悉，中国科协将进一步加大面向科
技界的科研伦理道德的教育力度，以“零
容忍”的态度处置严重违背科研道德和伦
理的不端行为，取消贺建奎第十五届“中
国青年科技奖”参评资格。

“我们将继续加大在全社会弘扬科学
家精神工作力度，为科技创新的持续健康
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
和生态环境。”怀进鹏说。 （据新华社）

国家卫健委、科技部、中国科协负责人回应“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已要求有关单位暂停相关人员的
科研活动、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

（上接第一版）
注册资金4000万元的宇声公司，是赤壁市引进的

环保节能企业，去年8月投产，生产轨道交通降噪产品和
市政建设海绵城市产品等高端建材产品。

“公司引进的是德国全自动生产线，产品十多个程
序，全部实行机械化操作，可以说是‘一气呵成’，人工成
本非常低。公司所有人员只有9人。”分管行政的副总经
理徐卫东说。

人员少，能量大。深圳地铁11号线、南京宁和城际
铁路、重庆地铁4号线，都铺设了他们的产品，反响良
好。宇声吸音板如今成了多家设计院推荐的一类产品。

新兴产业异军突起，高端装备制造抱团发展。
今年5月，赤壁华舟重工更名为中国应急公司。董

事长胡问鸣介绍，中船重工集团正在把各类新型应急产
品、技术、资源，整合进入公司，致力将其发展成具全球
竞争力的中国应急装备制造领军企业。

以中国应急公司为龙头引领，赤壁三和应急桥梁、
贝雷钢构等25家本土企业抱团结盟，做长产业链，拓展
市场份额。目前，赤壁市规划的应急产业基地已入驻企
业45家，去年行业总产值超过50亿元。赤壁已成为我
国最大的应急产业制造基地。

电子信息产业加速扩张。生产新型手机盖板的维
达力公司的二期建设正在加紧施工。该公司将扩大3D
曲屏玻璃生产规模，还将研发陶瓷与玻璃混合材料盖
板。

据悉，维达力已与三星、华为、小米、LG、尼康等世界
一流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上半年，该市以维达
力电子、恒茂科技、霍尔科技等为主的12家电子信息企
业实现工业产值12.68亿，同比增长29.2%。

现代服务业迅猛发展

11月26日，家住赤壁中伙铺镇长山村的田连孙正
在自家的小超市忙活着，她正在整理一大早从城区送来
的快件。

“每天都有一大堆包裹，包裹一来就要先清点整理
好，然后再打电话通知村民来取。如果有人在这里，是
他们的就会直接带回家，打电话没来的我们就会自己
送。有了物流后真的很方便了。”田连孙说。

田连孙的小超市是农村物流的收发点，属于物流配
送终端。在赤壁市，这样的农村物流收发点有140多家，
遍布全市乡村。村民们通过这些收发点在获得商品“下
乡”的同时，还可以把农产品送“进城”。

农村快件收发联系点是赤壁“三级”物流配送体系
的终端，位于赤壁市城郊的康华智慧物流园是配送体系
的总部。

在康华智慧物流园，邮政快递、德邦物流等50余家
物流、仓储企业汇聚于此。物流园建有农村三级物流配
送、农村日用品仓储、农村药品配送及物流信息等5个中
心。其中，快递分拨中心与物流、仓储等企业合作，实行
统一收寄处理，基层派件成本也因此降低约20％，寄件
成本降低50％以上。目前，康华物流园入驻德邦物流等
企业56家，一年货物吞吐量近20万吨。

地尽其利，货畅其流。去年，赤壁市物流企业（含个
体经营户）达547家，物流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为
9%左右，正在成长为新的产业支柱。

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在赤壁汇聚。全国最大
的在线旅游服务商携程网携手大型招聘网优蓝网，双双
在赤壁设立华中呼叫中心，共同助推赤壁叩响互联网产
业大门。

物流、会展、电商、旅游、人力资本服务……赤壁现
代服务业百舸争流。5年前，赤壁三次产业比重为13.8∶
47.3∶38.9，去年这一比重已变化为12.48∶42.71∶44.81。

家庭病床
助力健康扶贫

11 月 29 日，威县章台镇卫生院医生
朱光硕（左一）在鱼堤村指导患病贫困户
郝双吴做康复训练。

2017年以来，河北省威县在推进精准
扶贫工作中，积极开展健康扶贫“暖心工
程”，探索实施“家庭病床”医疗服务，组建
专业医疗团队，为贫困人口提供定期巡
诊、治疗和护理等健康管理服务，减轻贫
困户看病、就医压力。目前，威县“家庭病
床”医疗服务已累计惠及 1695 个贫困家
庭。 据新华社

俄罗斯

将帮助清剿叙境内恐怖分子
据新华社阿斯塔纳11月29日电 俄罗斯总统叙利

亚问题特使拉夫连季耶夫近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
塔纳表示，清剿“征服阵线”以及叙利亚境内其他极端组
织的行动将一直持续到其被彻底消灭为止。

拉夫连季耶夫说，目前在伊德利卜省仍有大约1.5
万名“征服阵线”武装分子。如果需要，俄罗斯和叙利亚
政府军可以帮助温和反对派清剿那里的“征服阵线”等
极端组织，直到彻底消灭他们。

谈到组建宪法委员会的问题，拉夫连季耶夫表示，
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将给予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
特使一切必要支持，以便他能够拟定一个让叙利亚政府
和反政府武装都满意的宪法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伊德利卜省位于叙西北部，与土耳其接壤，是叙反
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在叙境内控制的最后一块主要地
盘。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9月在索
契会晤，双方决定在10月15日前在叙伊德利卜省的政
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建立纵深为15公里至20公里
的非军事区，并把“征服阵线”等极端组织赶出这一区
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