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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一盘棋”融合
“一家亲”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观察

区，占地约 200 亩、总投资约 20 的“蓝色珠链”湖畔轮廓渐显。
位于嘉善县的高新企业浙江
亿元的恒精新能源科技公司智能 上海市青浦区区长杨小菁说，青 维日托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从事
装备制造基地正在加快建设。公 浦将联合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汽车零部件定制设备的生产研
司副总经理刘江会说：“作为特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共同打造 发，需要高精度柔性测量技术。
斯拉的二级供应商，我们总部在 “数字三体”，推动长三角数字干 “从市场购买这项服务，价格高
上海、客户在南京，毗邻区优越 线潮涌向前。
不说，可挑选的合作对象也不
的区位、四通八达的路网，让我
长三角是我国创新能力最强 多。”关键时刻，长三角科技创
们丝毫没有‘跨省’生产经营的 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 新券解了企业负责人叶劲卫的
感觉。”
出：“上海和长三角区域不仅要 “燃眉之急”
。
“今年以来，我们引进产业 提供优质产品，更要提供高水平
叶劲卫算了一笔账：购买该
项目 17 个，吸引投资 292 亿元。 科技供给，支撑全国高质量发 项技术服务，企业共需花费 51
今后像恒精新能源这样跨界壮大 展。”
万元，通过长三角科技创新券通
的产业项目会越来越多。”宁马
大科学装置是催生原始创新 用通兑平台进行兑换后，只需自
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管委会 和尖端科研成果的“利器”。在 行承担一半，也就是 25.5 万元。
区域合作局负责人夏轩轩说。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
有了科技创新券的加持，企
长 三 角 更 高质量 一 体化发 装置集中区，布局了聚变堆主机 业能便利享受长三角的优质科创
携手共绘发展新图景 展，不仅要打通有形的道路，更 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合肥先 资源和技术力量支持，大大提升
要打破无形的行政壁垒，让生产 进 光 源 等 7 个 重 大 科 技 基 础 设 研发生产效率。今年以来，嘉善
秋末冬初，天气微寒。高 要素充分流动，让各种制度、标 施。
已有 380 家企业通过系统进行申
铁苏州南站建设工地上，一派 准充分对接起来。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请兑付，累计申领科技创新券
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横跨沪苏浙的长三角一体化 副院长宋云涛告诉记者，大科学 1635 万元。
高铁苏州南站位于江苏省 示范区，是人才一体化制度创新 装置之一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
苏州市吴江区的湖荡之间，毗 的试验田。去年年底，雅珂迪包 变实验装置，已产生多项科研成
邻上海市青浦区和浙江省嘉兴 装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的法国籍 果并转化为新兴产业，孵化出
着力实现民生新获得
市。根据规划，这座桥式高铁 总经理万桑一家三口获颁“上海 20 多家高新企业。目前，可控
枢纽建成后，将成为沪苏湖高 市海外人才居住证”，工作在苏 核聚变中的超导技术、低温技术
“昨天提交申请，今天办理
铁、通苏嘉甬高铁、沪苏嘉城 州可以享受上海市民的“同城” 已开始用于高端医疗装备产业， 户口迁入，实在太方便了！”11
际铁路与苏州轨道交通 10 号 待遇。
实现超导质子治疗系统国产化。 月 18 日上午，在浙江省长兴县
线四条不同时速轨道线路的交
“聚焦人才要素合理流动，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 政务服务中心长三角一体化出件
汇之处。
我们先后出台十余项跨省域人才 智能三大先导产业，是长三角在 窗口，江苏淮安人孙莉莉喜悦之
“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 资质互认共享方面的制度创新成 科创领域的优势所在。合肥备 情溢于言表。
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苏州 果。包括允许外籍人才跨区域申 料，上海设计，无锡制造，苏州
今年 3 月份，孙莉莉在长兴
正成为江苏铁路建设的主战 办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专业 测试……依托产业链优势，长三 购买了一套房产，想把正在上小
场，未来苏州铁路网里程将突 技术人才资格和继续教育学时互 角的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占据全国 学的孩子户口从老家迁到长兴落
破 1000 公里，形成连接长三 认等。”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半壁江山。
户。17 日下午，她向长兴县画
角其他区域的重要纽带。”苏 曹远峰说。
位于江苏无锡的华虹集成电 溪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咨询，被
州城际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路
路研发和制造基地是华虹集团走 告知办理跨省迁入可以线上申
明鉴语气中难掩兴奋。
出上海、布局全国的第一个制造 请、线下拿证。“原来去老家派
不断延长的铁路线、越织
业 项 目 。 自 2017 年 落 户 以 来 ， 出所签字起码一个礼拜，现在
培育壮大科创新动能
越密的铁路网，驱动着“轨道
项目已完成投资 45 亿美元，目 好了，小孩上学、大人上班都不
上的长三角”呼啸而来。统计
上海向西，位于沪苏浙交界 前正全力推进一期项目扩产和二 耽误。”
显示，如今长三角铁路营业里 处、建筑面积约 200 万平方米的 期项目规划。“集成电路产业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多
程已达 1.3 万多公里，其中高 华为青浦研发中心，克服疫情不 充分体现了沪苏浙皖的分工协 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
铁 6500 多公里，陆域所有地 利影响，目前 8 个功能组团中已 作、各展所长、优势互补。”苏 一 体 化 发 展 中 补 齐 民 生 短
级市都有动车通达。
有 2 个实现封顶，预计年底将全 科创新战略研究院理事长、长三 板 。” 长 三 角 地 区 经 济 联 系 紧
路通了，时空和心理距离 面封顶，朝着 2024 年交付的目 角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陈雯 密、人员交流频繁，促进基本公
压缩了，各种新的发展机遇如 标稳步迈进。
认为。
共服务便利共享，不断增加人民
同活水，源源不绝。
以 华 为 青 浦研发 中 心为核
激发科创新动能，除了强化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是一体
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 心，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重点 原始创新，还必须坚持技术创新 化发展的应有之义。
的宁马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 项目西岑科创中心，在碧水烟波 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
。
户口迁移无需两地跑、社保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提出，“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
。
自 2018 年上升为国家战
略以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蹄疾步稳。近日，记者在一
线调研采访看到，三省一市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聚焦重点领域协同推进、重点
区域率先突破、重大项目强化
落实、重大平台深化合作，加
快迈向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卡在多个场景实现“一卡通
用”、跨省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
接结算覆盖上万家医疗机构……
截至今年 7 月底，长三角跨省通
办的政务服务事项或相关应用场
景已达 138 项。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
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就是要让
区域内的老百姓工作生活品质更
高。”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主任华源
说。
在合肥退休、回到上海安享
晚年的俞先生，对一体化发展带
来的便利有亲身感受。今年 10
月，俞先生在上海市普陀区中心
医院住院，医疗费共计 112459
元 ， 医 保 现 场 直 接 报 销 94119
元，报销比例约为 83.7%。
“长三角一体化的程度越
深，群众对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
需求也就越高。”合肥市医保中
心异地就医管理科工作人员刘贤
伟说。目前，长三角地区占合肥
市跨省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
算总人次、医疗总费用的比例超
过八成。
优美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对于水系发达的长三
角来说，跨界河湖众多，联合治
水、共建共享的需求很大。
“联合巡河、联合管护、联
合监测、联合执法、联合治
理”——漫步横跨江苏上海的元
荡慢行桥上，碧波荡漾、鱼翔浅
底，大好风光尽收眼底。元荡村
村民陈兴华说：“经过两地联合
治理，现在湖边的环境特别好，
很多游客都喜欢来这里。”同心
结形状的元荡慢行桥，也因此成
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生动注脚
之一。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
个关键词，三省一市将齐心协
力，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
迈上新台阶。
（新 华 社 上 海 11 月 23 日
电 记者 杨金志 何欣荣 马
姝瑞 杨绍功 李平 吴慧珺）

新华社安卡拉 11 月 23 日电 （记者 熊思浩） 土耳其
灾难和应急管理署 23 日发布消息说，该国西北部迪兹杰
省当天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目前已造成 22 人受伤。
根据土灾难和应急管理署消息，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
23 日 4 时 8 分 （北京时间 9 时 8 分），震中位于迪兹杰省格
利亚卡区，震源深度 6.81 千米。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及周边地区
均有震感。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此
次地震目前已造成 22 人受伤，其中 1 人伤势严重。
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此次地震震级
6.1 级，震中位于伊斯坦布尔以东 170 公里处，震源深度
约 10 千米。
土耳其位于地震多发带。2011 年，土耳其东部凡省
发生 7.2 级地震，造成 644 人死亡。2020 年 10 月 30 日，土
耳其西部爱琴海海域发生 6.6 级地震，造成 116 人死亡。

（上接 A1 版）“桥头通过全域打造集约高效的生产空
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让桥头
的绿水青山更美，钱、地、人等发展的核心要素，在城与
乡之间更高效地‘流动’起来。”桥头镇有关负责人表
示，空间重构，产业重塑，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
成为助力高质量、共富裕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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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里的中国
主讲嘉宾：杜恩龙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与传
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讲座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五） 19：00
主办单位：中共慈溪市委宣传部
慈溪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承办单位：慈溪市图书馆
参与方式：扫描二维码观看直播
咨询电话：63035709
欢迎参加公益讲座！
杜恩龙，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与传播学院教

医，或因为孩子有眨眼、清嗓
子等症状，家长一直带孩子在
眼科、耳鼻喉科等诊治，经常
会有耽误病情的情况存在。如
果发现孩子在其他科室诊治效
果欠佳时，要想到抽动症，及
时到正规医院的小儿神经内科
就诊。若诊断为抽动症后，要
抓紧时间早期治疗。
2、教育及家庭干预。对
于有抽动症孩子的家庭，建议
家长不要因为孩子有抽动现象
就去打骂、训斥，侮辱，这样
可能会加重孩子的症状。应进
行教育引导，少提醒或少在孩
子面前说孩子的抽动症状；疏
通亲子关系，采取鼓励的方
法、放松的音乐疗法等。
3、认知行为治疗。症状
较轻的孩子可进行行为治疗，
减少刺激因素，保持良好的心
情；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如
电视、手机等，学会劳逸结

本栏目由 市人民医院 协办
健康服务

土耳其发生 5.9 级地震

“三北讲坛”讲座预告：

孩子得了抽动症该怎么办？
说起“抽动症”大家可
能还有些陌生，但如果说你
观 察 周 边 的一些孩子或 成
人，你会发现有些人，在无
特殊情况下出现不自主的眨
眼、挤眉弄眼、扮鬼脸、抿
嘴、耸 肩、吸肚 、肢体 抽
动、清嗓子、发出怪声等，
那么他们有可能就是得了抽
动症。
抽动症是一种起病于儿
童时期、以抽动为主要表现
的神经精神疾病。起病年龄
为 1-21 岁，好发于 5-9 岁
孩子，学龄前期和学龄期儿
童 为 主，男性明显多于 女
性，至少要多 3 倍以上。
当怀疑孩子得了抽动症
后，该怎么办呢？
1、应尽早带孩子到正
规医院就诊。开始孩子病情
较轻，会误以为在玩耍，待
孩 子 症 状 较为严重时才 就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 日电 （记者 高敬） 生态环境部
23日通报，今年1至10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6.3%，同比下降 1.3 个百分点。
其中，PM2.5、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平均
浓度同比均有所下降，但臭氧平均浓度同比上升6.4%。
从重点区域看，前 10 个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
26”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6%，同比上升 0.1 个百分
点；PM2.5 平均浓度为 4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4%；
臭氧平均浓度为 184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4%。其中，
北京市 1 至 10 月的优良天数比例为 77%，PM2.5 浓度同比
下降 9.4%，臭氧平均浓度同比上升 18.8%。
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 1 至 10 月的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为 82%，同比下降 4.7 个百分点；PM2.5 和臭氧的平均浓
度同比均有所上升。
1 至 10 月，汾渭平原 11 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6.6%，同比下降 4 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上升
7.9%；臭氧平均浓度同比持平。
生态环境部还公布了 168 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前
20 位和后 20 位城市名单。前 10 个月，拉萨、海口和舟山
等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渭南、荆州和驻马店等城市空
气质量相对较差。

因匡堰镇乾炳村道路拓宽需要，决定对乾炳村邵岙水库
牛头山一座墓碑进行迁移，经多方打听，寻不到墓主亲属，
现将墓碑信息公告如下：该墓碑建于 1955 年，墓主高怀芳，
配偶黄氏，男槿开立。现登报查找，请亲属于一周内联系。
联系人：乾炳村委会，联系电话：63539463。
慈溪市匡堰镇乾炳村村民委员会
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 16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下线
这是 11 月 23 日在福建
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下
线的 16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
（无人机照片）。当日，由三
峡集团与金风科技联合研制
的 16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
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
园下线。该机组是目前全球
单机容量最大、叶轮直径最
大、单位兆瓦重量最轻的风
电机组，标志着我国海上风
电大容量机组在高端装备制
造能力上实现重要突破。
■新华社发

1 至 10 月全国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为 86.3%

瑞声达助听器

地址：慈溪市南二环东路1052号 电话：63032933
慈溪市周巷镇环城南路510号 电话：63303393

社址：慈溪市新城大道北路 288 号

闽械广审（文）第 230120-00890 号

邮编：315300

合、降低学业压力、保持睡眠
规律，避免长时间的疲劳或刺
激，导致症状加重。尽量不要
进食辛辣刺激的饮食，适当进
行户外活动。家长可以学习放
松训练、正强化等方法来帮助
孩子。
4、药物治疗。对于症状
较重的孩子,在家庭干预、行
为治疗的基础上要加用药物治
疗。常用的药物有口服药，也
有外用药，既有中成药，也有
西药，需根据孩子具体情况，
在专科医生开具后才能使用。
5、对症治疗。如果孩子
有共患病，如共患注意缺陷多
动障碍、强迫障碍、癫痫等疾
病，也需对共患病给予不同的
对症治疗。
抽动症初期是最佳的治疗
时期，当我们在生活中发现孩
子有一些异常的表现症状后，
建议带孩子到正规的医院进行
专业的诊断、检查，做到早发
现、早治疗。
（儿科：鲁央南）

本周气温变化不大，早晚
有点凉，时有雨。突如其来的
疫情使我市形势严峻，多个地
方进行了封控，测核酸的人数
激增，大大增加了政府和医务
人员的工作量。希望市民积极
配合政府做好检测并遵守政
策，科学防护，居家隔离。防
控措施不能松。由于疫情的原
因，导致门诊病人减少，从就
诊人员来看，仍旧是消化系统
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相对较
多。但随着气温的降低，呼吸

一周病情报告
有丰富的纤维素，其中包含的韭
菜、大葱等为温性食材，对于滋
补肾阴有很大好处；肉类中含有
丰富的蛋白质，可以增强体质，
比如牛肉，蛋白质含量高并且所
含热量比较低，非常适合血糖高

的人群食用；还有水产品如虾、
带鱼、海参、鲫鱼等富含优质蛋
白和矿物质，同时也为温性食
材，适合冬季食用。
病房住院变化不大，住院病
人在慢慢增加。
（郑军辉）

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预防和治疗
长期抽烟、长期接触粉尘
颗粒、烟雾、工作环境中粉尘
较多又通风不好的是患慢性阻
塞性肺病的主要人群。对于有
暴露史如长期抽烟，或者有害
颗粒、烟雾接触史的患者，如
果出现反复咳嗽、咳痰，特别
是有活动后胸闷、气短，应及
时到医院行肺功能检查，以及
肺部拍片或 CT，能及时发现
慢阻肺，肺功能是诊断慢阻肺
必不可少的手段，对于 40 岁以
上的人群，常规体检时做肺功
能，也能早期发现这个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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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疾病将会逐渐增加，原有疾
病的要引起重视。急诊室有缓
解。肠道传染病的发病情况正
常。
冬季养生首选黑色食物，比
如黑米、黑豆、黑芝麻等；胡萝
卜、黄花菜、山药、南瓜、红薯
等可以滋补肾阴，并且可以有效
防止血管破裂，防止寒冷条件下
代谢减低引起的血管硬化；杂粮
易于为肠胃消化吸收，同时营养
丰富，并且热量不高，非常适合
糖尿病患者冬季食用；蔬菜中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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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阻肺是个慢性病，和高血
压、糖尿病一样，一旦确诊，需
要终生治疗，不能完全治愈的。
虽然不能治愈，但是正规治疗能
延缓肺功能的下降，提高患者的
运动耐量，改善患者的生活质
量，如果不治疗，疾病会逐年加
重，肺功能下降较快，严重者可
危及患者生命。慢阻肺的预防包
括：
1. 戒烟，脱落烟尘、粉尘环
境。
2. 防寒：冬季适当增衣，寒
冷季节减少外出。

3. 运动锻炼：选择适合自身
条件的运动方式，如步行、太极
拳、慢跑等，量力而行。
一旦确诊为慢阻肺，就需要
治疗用药：需要医生指导下应用
吸入制剂类、祛痰类药物。慢阻
肺患者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
呼吸困难，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家庭氧疗。
慢阻肺患者最好参加有氧运
动，比如骑自行车、散步、体
操、太极，不适合参加快跑、爬
山等比较耗氧的运动。平时要注
重锻炼，如打打太极拳，做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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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操。卧床的患者可以做床上卧
位康复操，一整套操下来，身体
的各部位肌肉都得到了锻炼，还
因体位的变动容易把痰液排出。
慢阻肺病人需要新鲜空气，
是需要定时开窗通风的，但要避
免冷风直吹到人，室内温度不宜
太高也不宜太低，以病人感觉不
出汗为宜。平时注意预防感冒，
及时增减衣物，天气冷的时候外
出载好口罩，避免冷空气对气道
的刺激引起咳嗽咳痰。可以注射
流感疫苗，避免流感中招。
（郑军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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