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今年来，市政协对

标全国政协、省政协“提案办理

质量年”要求，确定市政协七届

二次会议一批重点提案，由市

领导领衔督办，以进一步构建

市区县领导督办重点提案新格

局。本报即日起开设《重点提

案追踪》专栏，聚焦一批重点提

案，追踪办理过程，展示办理质

效，不断提高提案办理水平，广

泛宣传提案办理工作的成功经

验，为推动黄山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

探索“医养结合”模式 缓解“银发问题”

我市加快发展“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机构
今年年初，市政协委员吴光辉、汪

美月在政协黄山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上，提交的《关于加快我市医养
结合型养老机构发展的建议》被纳入
重点提案。该提案提出，近年来，我市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养老
服务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还存在
一些问题。建议加快发展我市“医养
结合型”养老机构，构建新型养老服务
体系，提升医养结合服务质量，助推医
养产业健康发展，不断提升我市的养老
服务水平。

11 月 25 日，记者从提案办理单位
市卫健委了解到，该委高度重视，安排
专人负责办理。据介绍，近年来，我市
相继出台《黄山市“十三五”服务业发展
规划》《“健康黄山 2030”规划纲要》《黄
山 市 区 域 卫 生 暨 医 疗 机 构 设 置 规 划

（2016-2020 年）》等相关政策，加快发
展健康服务业，促进医疗卫生和养老服
务相结合，积极推进医养融合式服务。
在发展模式上突出“三个一批”，即医疗
机构转型发展一批，社会资本兴办一

批，基层医疗、养老机构资源共享一批，
切实发挥新安医学在健康养老中的积
极作用，促进医疗机构与养老服务的融
合发展。

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
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
意见》，提高养老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
满 足 老 年 人 日 益 增 长 的 养 老 服 务 需
求。目前市三院和部分一、二级医院已
开始或准备转型发展为医养结合型机
构。此外，通过招商引资，引进社会资
本举办医养结合机构 3个（昌仁、洪天、
圣天地），其中休宁上海洪天、圣天地颐
养公馆已开业运营。暂无条件设置医
务室养老服务机构，也与周边医疗机构
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医疗机构为养老机
构开通预约就诊绿色通道，为入住老人
提供慢性病管理、健康教育咨询和保健
康复等服务。目前，全市医疗机构与养
老机构签订合作协议的共 78对。

在助推医养产业健康发展上，我市
大力支持医疗机构转型发展。今年 4

月，市卫健委联合民政、发改委、文化旅
游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全市医疗
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通知》，进一
步明确“支持部分床位利用率不高的
一、二级医院和中医院转型发展，鼓励
黄山区中医院、休宁县中医院发挥专业
技术和人才优势，转型发展为医养结合
型的康养机构”。

在探索医养结合中，我市借助市新
安医学研究中心和新安医学健康产业
园、新安医学健康特色小镇、祁门御医特
色小镇等建设项目，依托新安“名医堂”

“名中医工作室”、各乡镇中医馆和市中
医院“治未病”中心，充分发挥新安医学
在养生保健和疾病康复领域优势，推动
我市医养健康产业发展。同时，抓住我
市加入杭州都市圈为契机，推进医疗、养
老、旅游融合发展。通过建立两市常态
化合作机制、两地医养结合机构合作机
制，加快两市医养结合工作融合发展，实
现医养结合机构跨区域协作和资源共
享，满足两市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健康
养老服务需求。 ·姚大盛·

本报讯 随着我市创城工作的持续开
展，走在大街小巷，可以明显发现很多“不一
样”。最亮眼的，莫过于巷子里的白墙，都变
得“有文化”了。

11 月 26 日，记者在屯溪区昱中街道前
园社区大位小学围墙外看到，原本白色的墙
面，成了珠算文化的宣传阵地，墙壁上囊括
了珠算文化发展历史、程大位简介、精品算
盘介绍以及廉政文化宣传。居住在附近三
华园小区的吴先生告诉记者，看着特色文化
墙从无到有，感觉非常有意义，特别是周边
的市民也可以从中或多或少地了解一些珠
算文化。

在徽山路社区，以“黄山书画艺术长廊”
为主题的文化墙也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浏
览。徽山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选取了
黄山市书画联谊会、屯溪三中和柏树小学的
书画作品共 93 幅，分成“鸟语花香、爱我中
华、绿水青山、笔墨丹青、美丽家园、屯溪三

中学生作品和柏树小学生作品”7 个板块，
打造出精美特色的文化墙，推动国粹书画艺
术的广泛传播。

据介绍，屯溪区昱中街道依据每个社区
文化特色，分别在徽山路社区、杨梅山社区、
跃进路社区、前园社区、柏树街社区，建设展
示区域特色文化的文化墙。除大位路、上塘
路的珠算文化，徽山路、仙人洞北路的黄山
书画艺术，还有仙人洞公寓的“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文化墙，清沁园小区以红色文
化为主题的文化墙，新建巷“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主题的文化墙和以乡愁为主题的
文化墙，讲述了屯溪的过去、现在，同时展望
未来。

今年以来，屯溪区以打造“精致、精细、
精美”街巷为目标，结合区域文化特色和街
巷特点，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记住乡愁”“家
风家训”“徽州文化”“水墨书画”“关爱青少
年”等内容，高标准、高规格逐步对中心城区
各条街巷进行特色打造。截至目前，共有
12个城市社区中的 13条街巷开展了特色文
化墙打造。

·吴玉莲·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市委宣讲团动员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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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26日下午，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市委
宣讲团动员会在屯召开。会上宣读
了市委宣讲团成员名单，对全市宣
讲工作进行部署安排，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徐德书作动员讲话。

徐德书在动员会上指出，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
政治任务。要充分认识开展好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集中宣讲
的重大意义，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
史使命感，以饱满的工作热情高质
量 完 成 宣 讲 工 作 ；要 把 握 核 心 要
义，准确深入宣讲全会精神，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一步坚定

制度自信，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
献；要细化举措，迅速兴起全会精
神的宣讲热潮，做到周密部署、上
下联动、创新形式、把好导向，按照
中央和省、市委的部署，紧密结合
实际，把四中全会精神讲出水平、
讲 出 风 采 ，出 色 完 成 本 次 宣 讲 任
务。

会后，市委宣讲团成员进行集
体备课，并决定于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4日赴各区县、黄山风景区、黄山
高新区开展宣讲；基层宣讲将从 12
月 5日开始启动。

·朱西敏·

省总工会追授李夏同志“省五一劳动奖章”
省总工会慰问李夏家属

本报讯 11月 26日，省总工会
党组书记、副主席徐发成专程登门
看望慰问新时代青年纪检监察干部
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李夏同志家
属，并向李夏家属颁发了省总工会
追授李夏“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荣
誉称号的奖章和证书。副市长毕普
民陪同看望慰问。

在李夏同志家中，徐发成代表
省总工会向其家属表达了对李夏同
志的缅怀之情，对李夏同志对党忠
诚、恪尽职守、不怕牺牲的精神表示
由衷赞叹，对其心系人民、扎根一
线、履职尽责、无私奉献的品格表示
深深敬意。在详细询问了李夏亲属
家庭生活情况后，徐发成勉励她们
要化悲痛为力量，树立起生活的信

心，把英雄的精神传承下去。并表
示省、市总工会将尽全力为她们排
忧解难、提供帮助。

徐发成指出，李夏同志是“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涌现出
来的先进典型，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忠诚的优秀品
格。他的崇高思想和先进事迹，是
全省广大职工的学习榜样。为充分
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进一
步倡导树时代新风，省总工会决定
追授李夏同志“安徽省五一劳动奖
章”荣誉称号。

市总工会、宣城市总工会和绩
溪县总工会主要负责同志陪同慰
问。

·冯 劼·

我市首例长三角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事项完成办理
本报讯 11月 26日，黄山区谭

家桥镇民宿业主江某某在家中收到
了上海市敬老卡。这标志着我市首
例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事项
完成办理。

近日，江某某来到黄山区政务
服务中心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专窗，申请办理其户籍所在地

（上海市）的“敬老卡”。专窗工作人
员在收到申请后，通过系统在线上
传电子材料，同时与上海市闵行区
新虹街道社会事务受理中心取得联
系，在两地专窗工作人员的共同努
力下成功办理。

今年 10月底，黄山区政务服务
中心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专
窗正式启用，承办的江浙沪皖范围
内，17 项个人事项和 30 项法人事
项，其中个人事项有社保卡申请、敬
老卡申请、学籍档案查询、人才引进
档案查询、跨省就医关系转移等。
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坚持以“马上办、
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的原则，通
过“一网通办”专窗在政务服务领域
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最大限度提升政务服务智能
化水平，提高办事群众的满意度和
获得感。 ·刘钧 程超山·

黄山市文明办 黄山市创城办
2019年 11月 26日

2019年 10月 14日至 31日，市文明办、创城办组成测评组，按照《关于开
展黄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社区“擂台赛”活动的通知》（黄创指办〔2019〕4
号）要求，对全市建成区范围内的 25个城市社区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进行测评。现将结果公布如下：

黄山市 10月份城市社区“擂台赛”排名情况通报

展技能 亮风采

11 月 26 日，2019“徽州百工”黄山移动网
络维护技能大赛在市移动公司举行，三区四
县共 7支代表队参赛。

本次大赛由市总工会和黄山移动联合举
办，旨在引导和激发广大网络员工爱岗敬业，
苦练内功，争当技术能手，不断提高业务能
力，保障黄山通信网络，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
服务。

冯 劼/摄

杭州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新闻发布会在安吉召开
（上接第一版）今年以来，杭州

都市圈深入推进区域合作，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持续推动都市圈经济
转向高质量一体化发展。2019 年
前三季度，杭州都市圈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2.22万亿元，增长 6.8%。财
政总收入 5505 亿元，增长 10.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119亿元，增长
13.0%。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1862亿元，增长 9.5%。杨钊表示，
2020年的工作重点将继续围绕“规
划共绘、交通共联、环境共保、产业
共兴、市场共构、品牌共推、社会共
享”，共建七个圈，加快推进同城

化，把杭州都市圈作为主动融入长
三角发展的基本盘，打造跨区域合
作新典范。

黄山市发改委、衢州市协作中
心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一年来深
化与杭州都市圈城市合作交流成
果及下一步打算；安吉、德清、海
宁、桐乡、柯桥、诸暨等节点县市

（区）政府负责人介绍当地主要融
杭成果。

此次新闻发布会，旨在通过全
媒体立体传播杭州都市圈建设成
果，为市长联席会议营造积极良好
氛围。

展示·共享·机遇
（上接第一版）第四届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是展示展
览的重头戏。大展以“为民族传承
为生活创新”为主题，突出传统工艺
与现代生活的融合，共展出了来自
全国 30个省（市、区）200余个独具
特色的国家级、省级传统美术、传
统技艺、传统医药非遗项目。我市
有 27个国家级、省级传统美术、传
统技艺、传统医药非遗项目参展。

第一届互联网与中国摄影旅
游大会暨第十四届黄山（黟县）国
际乡村摄影展成为突出亮点和特
色。大会不仅举办了“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摄影旅游目的地展、网络
摄影观念展、摄影发现中国等主题
展，展出各地人文风情、风光旅游
摄影作品 7000 余幅，还围绕互联
网、摄影、旅游、文化及互联网时代
影像在推动地区文化旅游经济中
的作用展开研讨交流，深入碰撞思
想、贡献智慧。

让群众参与，由群众共享。节
会期间，各类展览活动除进行集中
展陈展销外，还分别开展了非遗进
校园、进社区、传承与创新传统工
艺振兴讲座、传统技艺探秘和摄影

采风、摄影训练营等活动，为游客
和市民提供了充足的观赏、参与、
体验和消费的空间，使文化旅游节
真正成为全民的节日，让群众切实
享受到文化旅游发展成果。

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
游的灵魂。文旅融合成为当下旅
游发展最强音，为文化建设带来重
大机遇。作为筑梦中国旅游的摇
篮，徽州文化的发祥地，近年来，我
市深入实施“旅游+”战略，大力发
展以文化、生态为特色的全域旅
游，致力打造世界一流旅游目的
地，“文旅新融合，黄山再出发”品
牌效应逐步显现。

“黄山市的健康游市场有很大
的开拓空间。”亳州市药都国际旅
行 社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韩 高 岭 指
出。节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受
邀嘉宾、旅行商和新闻媒体代表、
文化旅游部门负责人等云集我市，
现场观摩文旅融合发展成果。我
市还精心组织了国际旅行商踩线
采风及洽谈、长三角百家媒体宣传
推介等活动，进一步扩大黄山旅游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我市与世
界各地文化旅游交流合作。

让墙壁“开口说话”

屯溪区特色墙壁点亮城市街区

11 月中旬以来，黟县
西递景区以品质革命提升
暨环境综合整治试点为契
机，通过涂鸦美化空调外
机、电表箱和消防箱等不协
调设备 452个，使它们与周
边古色古香的古民居融为
一体，成为景区里一条独特
的“风景线”。

陈露 高岩/摄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社 区
徽州区文峰社区
屯溪区阜上社区
黄山区芙蓉社区

屯溪区杨梅山社区
黄山区龙西社区

屯溪区黎阳街社区
屯溪区珠塘社区
屯溪区柏山社区

屯溪区稽灵山社区
徽州区徽州人家社区
屯溪区徽山路社区
屯溪区水心亭社区
屯溪区五福街社区
屯溪区跃进路社区
屯溪区戴震路社区
徽州区丰乐社区

屯溪区社屋前社区
黄山区龙北社区
屯溪区老街社区
屯溪区前园社区

屯溪区柏树街社区
屯溪区上新社区
黄山区平东社区
徽州区中山社区

屯溪区荷花池社区

分值
92
91
90
88
87
86
85
84
84
84
82
82
81
80
80
80
79
78
78
76
75
74
73
72
71

排名
1
2
3
4
5
6
7

并列 8

并列 11

13

并列 14

17

并列 18

20
21
22
23
24
25

备注
上升 2名
上升 4名
上升 8名
上升 3名
上升 12名
下降 2名
上升 8名
下降 7名
上升 17名
上升 6名
上升 8名
下降 3名
上升 8名
下降 9名
下降 1名
上升 9名
上升 1名
下降 16名
下降 7名
下降 4名
上升 1名
下降 2名
下降 15名
下降 16名
下降 1名

“涂鸦”融环境

靓丽又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