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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

强通讯员/陈俊奇摄影报道）

1月27日下午，关杰初、吴绮

兰伉俪向南海区第九人民医

院（简称南海九院）捐赠价值

600万元的64排螺旋CT设

备，标志着南海九院医疗设备

进一步更新，更好地服务九江

市民。

捐赠仪式上，关杰初与南

海九院党委书记、院长冯威和

设备供应商三方签署了采购

64排CT设备协议。据悉，本

次签约采购的CT设备为进

口品牌“GE”，型号Revolu-

tion Ace。

据了解，64排螺旋CT还

是目前世界上诊断心脑血管

疾病较为先进的仪器，在检

查冠状动脉有无狭窄，搭桥

以及支架的形态学分析上

有极大的优越性。它实现

了冠状动脉的无创检查，为

冠心病的筛选普查及诊断

提供了一种安全、迅速、费

用低廉的检查方法。另外

64 排螺旋 CT 在急诊医学

及早期肺栓塞的诊断上有

独特优势，也可用于筛选肺

癌、肝硬化，并进行良性与恶

性肿瘤的分析。

“64排螺旋CT较南海

九院目前正在使用的16排

螺旋CT，具有速度更快、层

厚更薄、图像更清晰，辐射剂

量减少的特点，适用于全身各

部位的检查，可以让医生看到

更多更为精确的细节。”冯威

介绍，对于医院医学影像科的

发展，意义重大。

冯威表示，医院将在此基

础上继续加强医学专科建设，

满足九江市民不断提高的就

医需求，进一步推动“健康九

江”新发展，不辜负关杰初、吴

绮兰伉俪对九江镇医疗卫生

工作的支持与厚望。

关杰初对医院提出了殷

切厚望，并表示会一如既往支

持医院建设，让家乡人民享受

更好医疗服务。

九江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张厚祥代表政府感谢关

杰初伉俪一直以来为九江

镇捐资出力，并希望医院利

用好捐赠的设备，进一步提

升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保

障市民健康。

九江乡贤捐赠价值600万医疗设备
关杰初、吴绮兰伉俪捐赠的64排螺旋CT设备是世界上诊断心脑血管病的先进仪器

■ 捐赠

现场。

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

强通讯员/关志荣摄影报道）

1月28日，九江镇开展新春节

前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督促

相关单位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全力以赴做好安全保障工作，

确保市民过上平安、快乐、祥

和的新春佳节。

当日下午，九江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张厚祥，镇党委

委员、副镇长邓伟航，镇党委

委员、九江派出所所长杜兆

保，副镇长李权铿，政协工委

主任罗伟强率领镇应急办、消

防办、公资办、市政管理办、新

市民服务办、区交通运输局九

江分局、九江交警中队等部门

组成检查组，分别到石江气

站、林氏木业客服中心、享誉

酒店公寓、青平市场、九江大

桥春运检查点等场所进行安

全生产大检查。

在石江气站，检查组向

负责人询问消防设备配置、维

修保养情况、安管员及注册安

全工程师配备情况及燃气安

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并抽查

罐体喷淋系统的喷淋及雾化

情况。检查组叮嘱企业相关

负责人要履行好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加大安全生产方面投

入，健全完善各项预案，加强

职工安全培训教育，严格落实

燃气场所安全管理制度。“强

化安全管理、防护，定期检查

安全设施情况，发现问题立即

整改，绝不能有一丝松懈。”检

查组提醒。

随后，检查组到林氏木

业客服中心、享誉酒店公寓进

行安全、消防检查。在林氏木

业客服中心，检查组了解到办

公地点人员密杂，建议镇消防

办指导该企业组织一次消防

安全应急演练，提升员工的消

防安全意识。

在享誉酒店公寓，检查

组发现该公寓状况总体良

好，各楼层走廊干净整洁，

安全出口畅通，灭火器、消

防卷盘、逃生标识等的设施

配备齐全。但存在逃生标

识位置不规范、部分应急灯

缺损、楼层指示标识缺失的

安全隐患，检查组当场责令

房东整改。此外，检查组还

叮嘱租户和房东注意防火、

防盗和用电安全。

另外，在林氏木业客服

中心、享誉酒店公寓，检查组

还向相关负责人了解群众留

在九江过年情况，并叮嘱他

们要做好员工和租客在九江

过年的相关工作，包括提醒

做好疫情防控，做好温情关

怀等工作。“疫情还没结束，

政府倡议大家留在工作地过

年，更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做

好留下来群众的相关工作，

让他们感受到政府的关怀和

企业的关心。”张厚祥表示，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多举措

做好后勤工作。

在青平市场，检查组详

细了解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

工作，仔细查看疫情防控设

备、消防设施、消防通道等关

键环节。检查组提醒，年关将

至，要把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

“两手抓、两不误”，一定要从

严从紧落实市场疫情防控措

施，严守正规食品进货渠道，

确保疫情防控工作到位、食品

质量有保证，全力为人民群众

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消费环

境。

为切实做好春运期间公

路安全保畅工作，检查组还到

九江大桥春运检查点了解工

作开展情况，据执勤人员介

绍，现时公路安全状况持续稳

定，客流量较往年有所下降。

检查组督促执勤人员在执勤

期间要做好疫情防控措施、加

强对道路违法违章情况的执

法处罚，确保春运期间交通形

势平稳有序。

张厚祥表示，春节将即，

各职能部门做好监督工作，从

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

和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督促相关单位进一步完善应

急预案，认真落实值班制度，

加强对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

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

预防和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值

班值守和应急准备，确保群众

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祥和的

新春佳节。

进厂企查气站 抓责任消隐患
九江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大检查，确保节日平安祥和

■检查组到林氏木业进行安全检查。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

菲通讯员/陈国杰摄影报道）

1月27日下午，九江镇党委书

记徐永强带领北村驻村团队

到北村社区开展春节前慰问

活动，走访困难群众。

在北村社区党委书记何

阳冬的带领下，徐永强一行

首先来到困难新市民莫先生

家中。莫先生夫妻来自广

西，在九江北村生活多年，育

有三个孩子，都处于求学阶

段，夫妻二人收入微薄，家庭

压力较大。“安心留在九江过

年，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告

诉我们，我们想办法帮你解

决。”徐永强了解他们最近的

家庭生活状况和存在的困

难，鼓励他们保持积极乐观

的生活态度，并为他们送上

新年的祝福。

“谢谢你们那么关心我

们！”看到慰问组的到来，70

多岁的何伯感到十分高兴。

“最近身体怎么样？孙儿他们

还好吧？”慰问组与何伯亲切

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和

生活状况。据了解，何伯儿子

早年因病离世，留下年幼的孙

子和孙女由何伯夫妻抚养，目

前靠夫妻二人的退休金维持

生计，生活困难。慰问中，徐

永强叮嘱何伯要保重身体，鼓

励他要积极面对，有困难向社

区两委反映，镇委镇政府也会

力所能及解决他们的问题。

每到一处，慰问组都给困

难群众送上慰问金和节日慰

问品，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

福，让困难群众深深感受到了

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爱。

1月26日，九江镇人大

主席潘洁英率队到上西村走

访慰问困难群众。潘洁英一

行首先来到困难户潘女士家

中。“最重要保持乐观心态，我

们都会帮助你的！”潘洁英为

她送去慰问金和年节慰问品，

鼓励潘女士战胜困难，树立生

活的信心。

慰问组还走访慰问了上

西村内计生困难家庭和困难

新市民家庭，在给他们送去慰

问品的同时，也为他们送上了

新春的问候。

连日来，九江镇委镇政

府、人大深入各村居开展系列

新春慰问活动，联动社会热心

人士慰问困难户、困境儿童、

困难妇女、困难党员、计生困

难家庭、困难新市民家庭等，

累计发放春节慰问金超70万

元。

九江近日开展春节前慰问活动，发放慰问金超70万

走访困难群众 送上新春问候

2月13日

近日，九江派出所防范诈骗

问卷上线，希望群众能在参与有

奖互动的同时，学到反诈知识、提

升防范意识，生活中务必牢记“不

听、不信、不转账”的防范口诀。

即日起至2021 年 2 月 13

日 ，只要完成问卷调查，就有机

会抽奖领取专属福利。

用数字为你呈现九江大小事、发展

新动态。

每周有 数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朱明菲

6个

近日，广东省公布2021年考

试录用公务员公告。根据公告，

今年全省共计划招录 13708

人，其中，九江镇有6个职位，想

要报考的市民不要错过。本次考

试报名时间为2月1日-2月7日，

笔试时间为3月14日。

1月28日

为贯彻落实国家新医改精

神，有效推进南海中西部医疗资

源抱团发展，助推南海区域医疗

高质量发展，建设“卫生强区、健

康南海”，1 月 28 日 下午，在

南海区第九人民医院会议厅，南海

区人民医院与南海区第九人民医

院举行紧密型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7天

近日，交通运输部召开新闻发

布会表示，春节假期，全国收费公

路将继续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

免费时间7天，具体免费时段从2

月11日0时至17日24时；普通收

费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

道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

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免费

通行的车辆范围为7座及以下小

型客车免费。

16名

近日，九江镇教育系统发

布公告，镇内公办中小学招聘

16 名临时聘用专任教师，即

日起开始报名。

600万元

1月27日下午，九江乡贤关

杰初、吴绮兰伉俪捐赠价值600
万元的64排螺旋CT签约仪式在

南海区第九人民医院举行，对南

海九院乃至九江卫生健康事业来

说具有重大意义。

■慰问组与何伯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何伯的身体、家庭和生活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