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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 服务市场主体

“穿上隔离衣就是战士，我愿意尽自己的全部
力量换取患者的生存。”9 月 12 日，回顾年初的那
场不同寻常的战斗，随州中医医院肺病科主任王
俊依旧为当时的决定而自豪。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白衣天使变“战
士”，用生命护航人民的生命。

王俊打响了随州中医医院抗“疫”第一枪，带
领科室 20 人组建隔离病区、抢救新冠肺炎患者，
率先探索中药参与治疗，成效显著。其科室收治新
冠肺炎患者 87 人，占据全院的 51%，全部康复。中
医药参与治疗率达到 100%、治愈率达到 98.6%。

新年之交，随州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日趋严峻。1 月 25 日，随州中
医医院加入“战斗”。在家休假的王俊坐不住了，简单告别家人，只身
逆行到抗“疫”一线。

医院没有专业的传染病区，王俊主动请缨，从网上找资料，从同
行取真经，带领同事们改造隔离病区。连续 7 个小时，他没有停下忙
碌的脚步，高标准地完成了病区建设，让第一批 15 名新冠肺炎患者
顺利入住。

为了方便照看患者，王俊选择住在医院。患者有需求，他总是第
一个到达。他说：“作为一名党员，这时候就应该冲在最前面。”

进隔离病房，他是第一个；采集咽拭子，他又是第一个；“零”距离
切脉观苔，他还是第一个……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年轻的医护人
员“打了样儿”。

在收治的患者中，有一位 85岁的老爷爷，生活半自理。王俊主动
“认领”，担起了患者的日常护理工作，穿衣、如厕、洗澡……他事事亲
为，贴心照顾。“他待我比亲人还亲。”老人感激地说。

连续 50 多天，王俊像“陀螺”一样连轴转，查房问诊、查阅病例、
讨论病情、优化方案、填报信息……一天下来，衣服湿透，双手肿胀，
鼻梁淤血，双腿灌铅，他却不知疲倦。

受他的感染，病区 4名医护人员“火线”入党，现已被党组织吸收
为预备党员。该院院长郑德元说：“他就是我们医院抗疫的一面旗。”

作为中医医院，中医药救治是特色。让中药参与救治，王俊一直
努力探索。

他根据病理，结合以往的经验，开始摸索各种预防、治疗的药方。为了
保证药效，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架起了熬药炉，熬好一副药得花去2个小时。

在国家发布中药药方后，他又根据患者的病情，加减药物，不断
调整药方，使其效果更好。

32 岁的患者黄某反复发热十余天，约一周不能正常进食，来院
时已不能自行行走。王俊立即组织大家讨论病情，制定诊疗方案。结
合患者情况，他建议配合中医外治干预，运用艾灸调节机体免疫力。
经过几天治疗，黄某病情逐渐稳定，痊愈出院。

治疗过程中，王俊坚持辨证施方，一人一方，一天一方，结合耳穴
埋豆、中医食疗、艾灸调节等辅助手段，取得很好疗效。

他还与医院其他中医药专家配合协作，把自己的中药治疗经验
通过网络视频分享至全市 14家定点救治医院，全市中医药治疗参与
率达到 90%以上。

他带领团队研发出“健脾益气解毒汤”，成为患者康复、巩固治
疗、防止复阳专用方，在全市推广。

在王俊的眼里，患者就是自己的“亲人”。
23 岁的患者夏某，入院时发热、咳嗽、肺部磨玻

璃影。确诊后，心理恐惧，厌食失眠，拒不配合。王俊
一边采取心理疏导，一边有针对性施治中药，改善其
睡眠食欲。渐渐地，夏某主动配合，采纳中药治疗方
法，不到十天转阴康复。

“他像我父亲一般，给我信心，为我鼓劲，让我有
了战胜病魔的勇气。”出院时，夏某给王俊一个紧紧
的拥抱，泪花在眼里打转。

熬药、送饭、购买生活必需品……只要患者有需
要，他都竭尽所能地满足。他总说，在医院，医生就是
病人最大依靠。

46 岁重症患者柳某，父母因新冠肺炎离世，一
度让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心。王俊了解后，每天去找他
聊天，开导他，还帮他调病房，改善睡眠环境。点点滴
滴的关怀与照顾，柳某对生活充满希望，积极配合治
疗，康复出院。

在患者面前，他是坚强的医生。但在家人面前，
他却满满的愧疚。

离家时，90 多岁的老母亲生病未愈，他强行把
她送到弟弟家中。每天晚上，工作间隙，他打开视频，
看到病情变化的母亲，坚强的汉子也难忍热泪。

舍小家为大家。王俊始终奋战在一线，践行着一
名党员的初心使命，一名医生医者仁心的责任担当。

9 月 9 日，载誉归来的王俊经过简单的休整，第
二天便投入到了工作中，查房、问诊、开方，一如往常。

作为抗疫英雄，王俊也成了许多年轻医务人员
心中的“偶像”。工作之余，他也同大家分享参加表彰
大会的心得。

“大会表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听党指挥，能打
胜仗’的精神，一种敬畏生命、‘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的精神。”说起这些，王俊还是无比激动，“我们医护
人员就要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守好‘治病救人’的初
心，担起医者仁心的使命。”

在王俊看来，获得全国抗疫先进个人不是一个
句号，而是工作的新起点。“我要放下荣誉，守好共产
党员和医生的初心，做好本职工作，继续守护好人民
群众的生命健康。”他说。

疫情还未结束，常态化科学防控仍不能松懈。王
俊告诉记者，他还在致力于中医药治疗肺炎类疾病
的研究，不断改进药方，力争取得更好效果。同时，还
将继续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中医药，让中
医药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更大作用。

小桥流水，绿树成荫，风景如画。9月 3日，
在随城东护城河聚玉街桥头，市民仇贵金对河
道治理后发生的巨大变化连连称赞。“过去河道
淤积严重、垃圾成堆、污水横溢，苍蝇多到撞脸，
出门绕着走；治理改造后，面貌大为改观，没事
就过来溜达。”

从市住建局、市城投公司等单位获悉，经过
多年持续攻坚克难，目前随州中心城区东、西护
城河治理改造基本完工，这项寄托广大市民夙
愿的工程，迎来收官。

东西护城河合围的“琵琶古城”，承载着随
州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千百年来，流动的河
水，增添了古城的灵动与秀美。

然而，时光流逝，城市发展，侵占河道建房、
生产生活污水随意排放、垃圾随意倾倒，让随州
城市内河不复往日光彩。

62 岁的仇贵金在东护城河旁的小康楼住
了 30 多年。他说，治理前的护城河淤积严重，
环境脏乱差，遇大雨排水不畅，雨污水混流漫进
居民家中，苦不堪言，大家盼治理盼了多年。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我市坚持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大力推进城市内河治理，
重塑城市内河水系，恢复河道生态功能，建设亮
丽的城市内河风景线。

市住建局副局长、东护城河建设指挥部办
公室主任王伦建介绍，随州城区内河全长 10.90
公里，其中西护城河长 4060 米、东护城河长
3043 米，花溪河长 3800 米。未治理前，城区内
河大部分河道淤积、雨污合流、堤岸失修，影响
了居民生活和城市整体环境。2007 年和 2012
年，我市对花溪河上下游进行了治理；2015 年
启动东护城河治理项目，2018 年启动西护城河
铁树闸至齐星桥段改造升级。目前，东西护城

河改造项目主体均已完工。
“东护城河治理包括河床清淤硬化、污水管

铺设、护坡挡土墙加固、堤岸护栏、绿化等，主体
已于今年 6 月竣工。西护城河治理改造，在原
来治理的基础上，完成河道截污管网改造、生态
挡土墙与栏杆更换等升级改造，于今年 7 月竣
工。通过治理，疏通了城市内河水系，消除了黑
臭水体，提高了城市防洪标准，美化了城市环
境，方便了市民出行和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
王伦建说。

雨污混流是影响随州城市内河生态环境的
一个重要方面。东、西护城河治理改造中建设、
完善了污水收集管网，沿线生活污水告别直
排。与此同时，河道两岸还建设了休闲步道，进
行了绿化亮化。昔日避而远之的“臭水沟”，成
了人们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在建筑密集、人车流量较大的老城区开展

内河治理施工，困难重重，充满挑战。
2014 年，我市启动了东护城河治理改造项

目，市城投公司、市住建局坚持“样板引领”，用
足“绣花功夫”，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市区
一体、部门参与、整体联动，先期启动 200 米示
范段建设，为全线治理“探路”，用看得见的治理
成效，打消群众心中疑虑，增强社会认同和支
持。2015 年春节前夕，东护城河改造工程示范
段主体建设完工，受到市民“点赞”。

乘势而上，2018 年 8 月又启动东护城河治

理改造工程推进段、市场段、延伸段等剩余 3
段治理，建设者们克服房屋征迁、交通组织难度
大，施工空间狭窄，环境复杂等诸多困难，以及
疫情汛情叠加等影响，全力推动项目建设。今年汛
期来临前，东护城河治理主体工程全线畅通。

“房屋征迁难度非常大，同时，项目施工位
于房屋、人员密集的老城区，施工协调难度非常
大，施工作业慎之又慎。”东护城河治理市场段
施工单位负责人吴金焰介绍说。

东护城河聚玉街至中心医院龙门院区段施
工单位项目负责人胡安顺说，河道淤积严重，疏
挖清运和桩基施工面临困难，为此他们先从外
面运进石渣将河道填埋充实，桩基作业完成后
再挖出清运，尽量减少施工对两岸居民影响，科
学推进项目建设。

西护城河改造中也同样坚持“样板引路”。
据介绍，2006 年，我市对西护城河进行了

治理改造，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原先改造的河床
底部沉降塌陷，致使原有污水干管接口脱落，管
网淤堵，排污不畅，影响了内河生态环境。2017
年，该公司启动西护城河分级蓄水改造，在齐星
桥至舜井大道段打造示范工程，取得良好效
果。以示范段为参照，市建投公司启动西护城
河花溪河铁树闸至齐星桥段改造，采用分段围
堵施工，并在施工段河床内建设临时污水导流
渠，确保施工不影响沿线居民正常生活。

在东关学校大门，东护城河治理工程市场
段起点，一座三孔小拱桥引人注目。

市城投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之前这里是
一座混凝土盖板简易桥。将提升桥梁等级与护
城河治理相结合，项目设计将该处小桥改建为
三孔小拱桥，在提升桥梁通行能力同时，也为护
城河增添了韵味。 (下转第二版）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是我个人的，是随
州中医医院全体医护工作者的。疫情面前，
我们没有后退，白衣执甲，逆行出征，用生命
守护生命，诠释医者仁心的担当。参加这次
战斗，我很欣慰，打赢这场战“疫”，我很自
豪。参加表彰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有力
的话语，让我感受到祖国的伟大，人民的伟
大，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今后我将带着这份
荣誉和责任，传承与弘扬伟大的抗疫精神，
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为医疗事业贡
献一名共产党员的荣光！

获奖感言

致敬英雄致敬英雄

“

辨证施治 中医药显特色

中医救治先行者
——记“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王俊

生命至上 待患者如亲人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张清张清 通讯员通讯员 魏江红魏江红 王甫强王甫强 胡旭胡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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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绘就匠心绘就 人文新景人文新景

潺潺流水 人文欢歌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
见习记者杨仪凡、通讯员张建齐）

“您好，我是 12345 市长热线营商
环境服务专席联络员，请问贵公
司近期有哪些困难和问题需要政
府帮助解决？”9 月 4 日，在我市
12345 市长热线话务平台，话务
组长蔡思铭主动致电湖北楚胜有
关负责人，了解营商环境有关情
况，并快速做好记录。

“这是我市今年探索实施的
‘12345+营商环境’新模式，在市
长热线设置‘营商环境专席’，打
造服务企业的‘总客服’，进一步
健全政企沟通机制。”市政务服务
和大数据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设置‘营商环境专席’，
专门负责对接企业诉求的受理服
务，当好服务‘有呼必应、无事不
扰’的‘店小二’，高效破解企业发
展难题。”

除在 12345 市长热线话务平
台设置“营商环境专席”以外，我
市还打通 12345 移动端和网上企
业投诉渠道，在 12345 市长热线
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中，开设

“诉求提交、办件查询”等版块，及
时发布利企便企政策，实现企业
诉求“一键送达”；在政府门户网
站、随州论坛、云上随州 12345 热
线栏目，增设“企业直通车”版块，
推动政企互动，及时收集问题线
索及意见建议，专人转办督办，确
保问题按时办结。

在 拓 展 服 务 渠 道 的 同 时 ，
12345 市长热线还建立点对点主
动服务机制、企业问题直通车处
办机制，针对首批纳入“12345+营商环境”服务的 13 家企业，每周开展
一次点对点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建立企业诉求“1515”工作机
制，即对企业诉求做到 1个工作日签收、一般问题 5个工作日办结、疑难
问题 15 个工作日办结，实现企业诉求快转、快办、跟踪、督办“一条龙”
服务。

从 6月份 12345 市长热线“营商环境专席”正式启用以来，5位话务
员轮班值守，实现一周 7天、每天 24 小时“不打烊”在线服务，不间断受
理企业来电诉求。

“‘营商环境专席’是服务企业的直通车，将企业和市民的诉求分开
处理，大大减少了调度、转派等中间环节的时间，增强企业体验感。”
12345 市长热线办负责人介绍，为了更好服务企业，加大了对专席工作
人员的业务培训力度，不断提升服务效能。

据统计，12345市长热线“营商环境专席”开设以来，已累计接听 61
件企业诉求，企业反映的涉及营商环境方面诉求主要集中在资料变更、
经营场所迁移、证照开取、垃圾转运、环境质量等方面。对此，12345 市
长热线积极开展分类分析，通过热线承办工作群，及时协调相关部门研
判解决，做好回访跟踪。企业对办理结果的满意率达 100%。

据悉，12345 市长热线将继续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充分运用信息化
技术手段，不断优化服务功能，拓展服务企业的范围，加强政企互动，加
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作，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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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巩固深化“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全文如下。

在全党开展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内
容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
现了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
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
廉洁作表率的目标任务。为深入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切
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为完
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不懈奋斗，现
就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成果提出如下意见。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印发《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陈云

放下荣誉 守初心再出发

到一线去 到患者身边去

东护城河治理后变美了东护城河治理后变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