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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2日讯(记者 巩悦
悦 通讯员 宗禾) 22日，市委
书记王浩参加市政协十二届一
次会议民主党派界别联组的讨
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
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市“两会”决
策部署，充分发挥政协组织人才
荟萃、智力密集优势，凝聚共识，
汇集力量，齐心协力谱写现代化
组群式大城市建设新篇章。

王浩强调，刚刚闭幕的中共
淄博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系统总
结了过去五年工作，科学谋划了
今后发展蓝图，并从工业强市、
文化名城、生态淄博、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全面深化改革、民生
社会建设等方面作了具体安排
部署，确立了“四位一体、组群统

筹、全域融合”城市工作思路和
建设现代化组群式大城市的发
展定位。实现这些目标，任务很
重、压力很大、难度很大，必须凝
聚共识，加强思想引导，广泛宣
传发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进
一步凝聚起推动淄博转型发展、
走在前列的思想共识和强大合
力；必须改革创新，敢于打破陈
规、创新举措，在改革创新中破
解发展难题、拓展发展空间、增
创发展优势；必须敢于担当，面
对问题不回避、不躲闪，迎难而
上、知难而进，切实扛起推动淄
博转型发展的重担；必须精准施
策，深入查找问题根源，制定科
学务实管用的措施办法，确保干
到点子上、抓到关键处；必须锲
而不舍、久久为功，立足长远和
全局，紧紧围绕既定目标任务，

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
地抓下去，不达目的绝不罢手；
必须敢想敢干，持续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牢固树立正确用人导
向，真正让想干敢干的干部有机
会有舞台，凝聚形成干事创业、
奋勇争先浓厚氛围。希望各民主
党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职能
作用，紧紧围绕深入推进“一个
定位、三个着力”和建设现代化
组群式大城市，多建睿智之言，
多献务实之策，积极开展民主协
商，加强民主监督，更好促进全
市转型发展。中共淄博市委将全
力支持好各民主党派工作，继续
为各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发挥作
用营造更好环境。各级政协和统
战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
极为各民主党派履职尽责做好
服务，创造条件，努力形成团结
协作、共谋发展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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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介入治疗、外周血管支
架植入术、心脏冠脉造影及支架
植入术、胃肠病变微创手术、胆
管及胸腹腔置管引流术、穿刺活
检 等 锁 骨 下 动 脉 支 架 植 入
术……近年来，张店区人民医院
的青年医者积极开展新项目新
技术，临床上频频突破，多次填
补院内空白。

青春担当的背后，是张店区
人民医院着力构筑青年人才高
地的不懈努力。
本报记者 陈伟
通讯员 张波 徐海清

激扬青春勇担当

C臂下，张店区人民医院
消化内科青年医生邹磊正在为
一位胆总管结石病人实施十二
指 肠 镜 下 胆 总 管 取 石 治 疗
(ERCP)。经过造影，乳头括约
肌切开，柱状气囊扩张，网篮取
石，很快，结石从病人胆总管取
了出来，病人症状迅速缓解。

邹磊告诉记者，ERCP是消化内
镜手术操作中难度较大的一种
操作，是不开刀即可帮助病人
巧取结石的微创手术。2015年，
他被医院派往上海，在拥有国
内顶尖内镜中心的上海长海医
院进修，专门学习ERCP技术。
进修归来后，邹磊旋即在院内
成功开展了ERCP手术，填补院
内空白。

“发现一个早癌,拯救一条
生命 ,挽救一个家庭”，他还为
消化道早癌的病人实施内镜下
粘膜剥离术(ESD)，用最小的创
伤，最精准的切除早癌病灶，在
挽救生命的同时，保证了生命
的质量。

邹磊只是张店区人民医院
青年拔尖人才积极开展新项目
新技术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在
医院强有力的人才政策支持下，
一批青年人才成长起来，一批新
项目新技术随之应用于临床。肿
瘤介入治疗、外周血管支架植入
术、心脏冠脉造影及支架植入

术、胃癌早期筛查、胃肠病变微
创手术、各种囊肿介入治疗、胆
管及胸腹腔置管引流术、肝动脉
介入栓塞治疗……在青年人才
推动下，这一项项新技术的成功
开展，明显提升了医院治疗水平
和综合实力，为医院学科建设及
长久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高端引领育人才

“青年人才是人才队伍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医院发展、
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和突击队，在
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医院人才的
整体质量和发展后劲。”张店区
人民医院院长张钦强告诉记
者，医院在青年人才建设上坚
持高端引领，想方设法与国内
顶尖医院建立联系，利用高端
平台培育青年拔尖人才。

医院先后与北京301医院、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江苏省人
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等多家
国内知名医院建立长期培训合

作关系，选派青年专业人才到
这些国内知名的医院进修深
造。此外，医院还走出国门，积
极选派骨干参加新加坡-南洋
理工学院、比利时Vodder学院、
意大利Take Care学院、国际
Bobath协会等的国际交流，帮
助青年人才开阔视野，拓宽眼
界。

一面是高端平台的“营养
汲取”，一面是临床实战的“摔
打磨砺”，种种举措下，一支具
有较强创新性和竞争力的青年
人才队伍在张店区人民医院蓬
勃生长起来。

知人善任搭平台

对于培养出来的青年拔尖
人才，张店区人民医院给青年
人才以发展空间，知人善任，任
人唯贤，给予他们一个尽展才
华的平台，让他们尽情发挥专
业特长，全力支持他们大刀阔
斧干事创业。

目前，这些迅速成长起来

的青年人才已经成为医院各科
室发展的中坚力量，有些已经
走上科室的领导岗位，担任科
主任或副主任职务，在各自学
术领域亦多有建树。放射科青
年医生韦岩2015年当选山东医
师协会外周围血管介入分会委
员。康复医学科赵鸿斐获得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2015年度
最佳进修医学生，并取得多项
国际医学资质认证。内三科青
年医生、副主任张曦的科研成
果获得市级科技进步三等奖。

激扬青春，点燃医院发展
新引擎。近年来，在心内科、神
经内科、普外科、妇产科等名科
外，医院消化内科的内镜专业、
康复医学专业、心导管介入、超
声下介入、放射介入治疗等专
业学科都得到了快速发展。知
识结构新、发展潜力大、创新精
神强的青年人才，为张店区人民
医院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青春，与责任同在，与担当
同行。

青青春春担担当当
——— 张店区人民医院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纪实

周连华在参加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分组讨论时强调

强强化化创创新新驱驱动动 推推进进转转型型发发展展
本报2月22日讯(记者 马玉

姝 通讯员 石政伊) 22日下
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连华参
加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科技
界委员分组讨论。他强调，要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
不同层次科技创新体系，着力培
育科技型龙头企业，为淄博转型
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

讨论中，荣博、陈志伟、徐
飞、李松龄、李全用、张瑜等委员
围绕创新产业链培育、推进校城
融合发展、强化人才智力支撑、
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踊跃发言。
一致认为，周连华市长所作的政
府工作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
富，是一个科学务实、鼓舞人心、
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在认真听取
委员发言后，周连华说， 大家

发言的信息量很大，提出的意见
建议非常中肯，市政府将认真研
究采纳。

周连华指出,这次市“两会”
对今后五年及今年转型发展作
出了安排部署。深入推进“一个
定位、三个着力”，加快建设现代
化组群式大城市，离不开科技创
新强力支撑。要着力营造创新创
业的浓厚氛围，集成政策、资金、
人才等各方面要素资源，进一步
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切实
将淄博打造成为创新高地。要以
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为目标，健
全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加快推进
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淄博园)建设，深化与山东理工
大学校城融合发展，支持企业建
设各类研发创新平台，完善大学

生创业孵化器等一批高品质“双
创”载体，切实提升区域自主创
新和成果转化能力。要大力培育
创新龙头企业，鼓励企业持续加
大科技研发和人才引进力度，全
力扶持“创新型高成长50强”企
业发展壮大，带动形成一批高水
平的创新型企业集群。

周连华强调，长期以来，全
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
员认真履行职能，支持政府工
作，积极建言献策，为促进全市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大
家继续发挥人民政协人才荟萃、
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一
如既往地关注、监督、支持政府
工作，为加快全市转型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2月22日讯 (记者
樊舒瑜) 22日12时许，在淄
博齐盛国际宾馆三楼宴会
厅，厨师和餐厅服务人员已
经为代表们准备好了午餐。
记者原本想象着为那么多代
表备餐是件十分庞大和繁琐
的工作，可在这里记者并没
有见到忙乱的景象，甚至可
以用“从容有序”来形容。

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代
表们准备的午餐，仅约十个
左右菜品，且大多制作简单，
凉拌菜以及蒸煮的玉米、山
药等简单做法的菜品占据多
数。

据淄博齐盛国际宾馆行
政总厨徐凤卫介绍，今年备
餐格外从简，类似大鱼大肉
复杂做法的重口味“硬菜”寥
寥无几，取而代之的是原材
料经济实惠、做法更简单营
养的配餐原则。“我们今年为
代表备餐基本遵循三个原
则，一是顺应四时养生，选取
当季的新鲜食材作为原材

料，其次遵循合理营养、平衡
膳食的原则，注重荤素搭配，
另外本着现代绿色文明饮食
观，不添加鸡精、味精等食物
添加剂，保证了食物本身的
原汁原味。”徐凤卫说，食品
来源上，我们选择的是正规
大厂家，另外必须三证齐全，
保证食物新鲜健康。

“今年我们特别增设了
功能性饮品餐台，最近天气
比较寒冷干燥，特别为代表
们准备了可以驱寒的姜茶和
润燥的秋梨膏汁。并在电子
宣传屏上播放春季养生知识
提供代表们观看。”淄博齐盛
国际宾馆餐饮部副经理张慧
介绍，在服务人员配备上，我
们做到了一线服务人员全部
上岗，二线服务人员随时补
充到岗的原则，保障整个会
议餐饮期间的服务质量。

“吃的花样少了，喝的水
更简单了。”现场一名连续四
届参会的人大代表亲历体验
后感慨颇多。

从淄博齐盛国际宾馆餐厅服务看“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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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盛工作人员正在摆放食物。 本报记者 李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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