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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是医疗机构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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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 疗 质 量 与 医 疗 安
全，直接关系到群众身体健
康、家庭幸福和社会安定。”
达州市神经外科质量控制
中心主任刘谊表示，中心
委员会的各位专家，将带
领全市的同仁一起，切实
加强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的管理，强化医疗考评，共
同做好达州全市的医疗质
量提升工作。

按照计划，该中心不仅
将解决本专业目前存在的
医疗质量问题、提高医疗质
量和医疗服务水平，还将规
范诊疗程序、降低手术并发
症、降低医院感染率、控制
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提
高医疗的有效率。接下来，

该中心将对全市二级以上
医院的神经外科质量现状
进行调查，并确定具体的操
作指标和考核办法。

近期，该中心将建立神
经外科医疗质量监控网络
和信息点，在各二级以上医
院神经外科选定信息点，并
按月向中心上报本单位医
疗质量信息。今年底前或
明年第一季度，该中心还将
举办神经外科主任学习班，
结合神经外科医疗质量控
制指标和疾病诊疗规范开
展学习、探索，以推动达州
全市的神经外科医疗质量
全面提升。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曾
业 摄影报道

拥抱智慧小镇
专家齐聚达州共话电商新未来

9 月 19 日上午，2017 首届中
国·秦巴电商发展峰会在达州举
行，本次峰会汇聚了众多专家学
者、川渝鄂陕知名企业和跨国电
商集团高管。峰会一共设置了十
大议题，涵盖了电子商务与地方
经济转型发展的方方面面。

“通过今天的峰会，各位专家
学者、企业精英欢聚一堂，共商发
展大计，对我们地方政府加快电
子商务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意义远大。”通川区委副书
记、通川区长张杰说，通川区作为
达州之心，肩负“引领达州”之责，
秦巴电商谷落户通川，在达州率
先开展电子商务产业的创新尝
试，引入了全国性电商企业和川
东地区多家知名企业，必将开拓
出一片电子商务的新天地，引领
川东乃至秦巴地区电商经济的升
级换代，共创互联网经济的美好
未来。

同时，秦巴电商谷也确立了
打造智慧小镇的目标，通过联合
国内外电商企业聚集发展，升级

“过境电商”功能，整合线上线下、
同城同日送达物流体系，将海外
优质产品引入川东，让秦巴特色
农产品走向全球，力争五年内，将
秦巴电商谷打造为达州首个国家
级电商产业园区。

秦巴电商谷的开发企业万和
集团董事长肖秋华表示，秦巴电
商谷项目在一个统一的新型智慧
城市理念引领下，通过三个先行
的试点，让新型智慧特色小镇的
建设扎实、健康地向前进步。智
慧小镇一定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加
速器，发展方式的转换器，产业升
级的助推器。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罗轩

宣汉二中“家长开放日”
携手铺就孩子成长路

华西城市读本讯（张鑫 记者
罗轩）为增强学生与父母之间的
沟通和理解，努力创设学校、家
庭、社会一体化的育人氛围，9 月
20日，宣汉二中举行了“家长开放
日”活动。据了解，“家长开放日”
是宣汉二中“推门听课”活动的一
部分，旨在增强学校、教师、家长
之间的沟通，让家长走进校园，走
进课堂，了解学校的管理与发展
趋势，了解课堂教学和课改动向，
从而更好地配合学校，共同关注
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

“家长开放日”活动包括家长
自由观摩各班开展的“三段式”德
育教育，进班观摩“51111”课堂教
学展示，参观高中部新区校园、与
学校领导、班主任老师、科任教师
零距离交流。交流会上，家长们
肯定了学校在安全、教学等各方
面管理情况，对教师的教学能力
和教学方法进行了高度赞赏，并
针对校园建设、硬件设施改善、学
生行为习惯养成、分层次布置作
业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切
实做到了家庭与学校联手教育学
生的目的。

遗失声明
注册号为 511300600006295

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负责人：冯平，居民身份证
号码：512921197209095739），现
登报作废！

2017年9月22日

相如故里
建设大美公园城市

蓬安，汉代大辞赋家司
马相如故里，地处嘉陵江中
游，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码头文化、古镇文化、非

遗文化、红色文化和相如文
化相互交融，交相辉映，幅员
面积 1334 平方公里，辖 39
个乡镇，是一座美丽的山水
公园城市和南充确立的同城
一体化城市。围绕全省治蜀
兴川总体方略，南充 155 发
展战略和蓬安加快建设嘉陵
江畔大美公园城市，打造“成
渝第二城生态主题功能区”。

与此同时，蓬安当地坚
持传承和创新相如文化。
2004 年，蓬安举办“司马相
如 与 巴 蜀 文 化 研 讨 会 ”；
2007 年，举办纪念“相如古
县”建县1500周年暨国际相

如文化研讨会，海内外30余
家高校，科研单位和学术出
版机构的100余学者、10多
家新闻媒体的记者编辑共
200 余人参会。2014 年，举
办“司马相如与文化中国”
学术研讨会，汇集 180 余位
专家学者，收到论文数十
篇。出版《相如故里文化旅
游丛书》《画说蓬安》《天下
文宗司马相如》系列丛书及
社科专著，拍摄制作《寻找
司马相如》《千年赋圣乡 大
美公园城》文化宣传片，发
行《司马相如》文化邮票邮
册，编排大型舞台剧《相如

长歌》，在省内外成功亮出
相如文化名片，提升蓬安知
名度和美誉度。

名家探讨
相如文化历史精神

研讨会上，陈才智在演
讲中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司马
相如：浪漫的男子、酒店的老
板、阔绰的富绅、开拓性的边
境外交家，是公认的，卓立一
代、名垂万世的辞赋大家。

谭继和认为司马相如具
有“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
大赋精神；开启巴蜀文宗百
科全书式的“通儒”传统；以非
常之人的胆识，做非常之事的
功业，成非常之功的壮举。相
如县、相如故城是相如文化遗
产的名标和地标，建议将相如
故城作为相如故里的第一品
牌，加以保护和开发。

省司马相如研究会名誉
会长邓郁章引经据典，纵论
司马相如的故里在蓬安。

刘永红 华西城市读本
记者苏定伟 摄影报道

提升医疗质量
推进分级诊疗
达州市神经外科质量控制中心成立

9 月 20 日，达州市神经
外科质量控制中心成立大
会在达州召开，这标志着达
州市第 35 个医疗质量控制
中心诞生。达州市神经外
科质量控制中心，承担着规
范达州市神经外科学科建
设、提高神经外科质量控制
管理水平、确保医疗质量和
医疗安全的责任，成立后挂
靠在达州市中心医院。

会议当天，特别邀请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
科教授、博士生导师游潮，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外科
教研室主任苑玉清，以及达
州市卫生计生委领导等嘉宾
出席，参会嘉宾代表，分别应
邀上台致辞，探讨质量控制
在医疗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质量是医疗机构的生
命线，不少医疗纠纷就与医
疗质量不高有关。”游潮曾作
为高级访问学者，先后赴美
国和欧洲访问学习，从事神
经外科临床研究工作及基础
研究三十余年。游潮着重分
析了现在有些医院门可罗雀
但有些医院却门庭若市的原
因，他现场提出的观点赢得

阵阵掌声。达州市中心医院
副院长李红兵认为，达州市
神经外科质量控制中心的成
立，为全市医疗机构与全省、
全国接轨搭建了很好的平
台，达州市中心医院将与兄
弟医院一起，共同提高全市
医疗机构的综合服务水平。

“目前，达州市正在加
快推进医疗制度改革，达州
市神经外科质量控制中心的
成立，将对‘分级诊疗’制度的
落地、落实起到推动作用。”达
州市卫计委副主任王国庆说，
达州市中心医院作为达州市
神经外科质量控制中心的挂
靠单位，应该身先垂范，希望
该院在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
同质化方面多作贡献。

形成共识

共同提高达州的医疗质量

名家齐聚蓬安 共话司马相如文化历史精神
9月21日，“司马相如与

民族精神家园”文化研讨会
在蓬安开幕。现场专家云
集，有来自中国社科院的专
家：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
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副会长陈
才智、文学研究所副编审孙
少华和省历史学会会长、省
司马相如研究会名誉会长谭
继和，省杜甫研究会常务副
长、省司马相如研究会学术
指导委员会主任祁和辉等80
多位名家大咖，他们共同探
讨司马相如文化历史精神。
研讨会现场，蓬安县委书记
蒲国代表 73 万蓬安人民热
情欢迎大家来到相如故里。

授牌仪式。

研讨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