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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26 日 10 时多，韶关市寻找最美
基层医务工作者小分队来到翁源县新江镇中心卫
生院时，发现几间门诊室、病房及其之间的空地
上，都挤了不少病人和陪护人员。此情此景，在基
层卫生院实属少见。经采访，发现他们不少是冲
着该院副院长丘瑞阳来的，难怪他的诊室前排着
长长的队伍，丘医生根本停不下来。

趁敦实的丘瑞阳埋头苦干之机，我们与前来
就诊的患者、医务人员聊起了他们眼中的丘瑞阳
医生。

丘瑞阳毕业于韶关卫校，一直在基层卫生院
临床一线工作，以无私的爱心、优秀的品质、高尚
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奉献的精神，默默无闻地工
作，赢得了医务人员的敬佩和患者的信任。

面对近年来基层医院就医患者不断增加、基层
医务人员紧缺的情况，丘瑞阳作为卫生院的副院长
和骨干医生，他不分上班或下班，白天或黑夜，只要
有病人找到，他都及时、耐心、细致地给病人诊疗。
2015年，丘瑞阳在母亲去世后，日夜料理完后事，
就忍着悲痛，拖着疲惫的身子，返回单位全身心地
投入工作。医院领导和同事都劝他好好休息几天，
但他说，病人需要他，他不能因为自己的事情，耽误
了病人看病。全院同事都称他为“24小时的好医
生”，群众对他医德医术更是赞不绝口。

本报讯 根据中央和省确定的机构改革目标和
任务要求，我市结合实际，制定了《韶关市机构改革
方案》，以推进党政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
点，改革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深化转职能、转方
式、转作风，提高效率效能，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
范、运行高效的机构职能体系，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
管理体制，为推动韶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争当北
部生态发展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提供坚强有力的体
制机制保障。

机构挂牌是新部门以新的名义对外开展工作的
重要标志，昨日，我市对 38家新部门（包括新组建或
名称变动的部门、在党委职能部门加挂牌子的政府
机构）进行集中挂牌。目前已全部完成挂牌。

中共韶关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
正式挂牌成立

昨日上午，新组建的中共韶关市委审计委员会
办公室和优化职责后的市审计局正式挂牌成立。市
长殷焕明出席揭牌仪式。

根据党的十九大关于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的决策
部署，按照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复的《韶关市机构改
革方案》要求，中共韶关市委组建市委审计委员会，
作为市委议事协调机构，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审计
局。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是市委审计委员会的办
事机构，直接受市委审计委员会领导，负责处理委员
会日常工作。同时，优化市审计局职责，将市发展改
革委员会的重大项目稽察职责、市财政局的本级预
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监督检查职责、
市国资委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和国有
企业监事会职责等划入市审计局。

审计委员会的成立，加强了党对审计工作的领
导，标志着韶关审计工作朝着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
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
步，韶关审计事业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市农业农村局正式挂牌成立
昨日上午，中共韶关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市农

业农村局、市扶贫开发办公室正式挂牌成立，市委副
书记朱余旺出席揭牌仪式。

按照《韶关市机构改革方案》，将市农业局（市
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的职责，以及市发展和改革局
的农业投资项目、市财政局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市
国土资源局的农田整治项目、市水务局的农田水利
建设项目管理职责等整合，组建市农业农村局，加挂
市扶贫开发办公室牌子。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设在
市农业农村局。不再保留市农业局。接下来，新机
构将以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努力推动我市“三农”
工作再上新台阶，力争我市乡村振兴工作走在全省
前列。

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办公室（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正式挂牌成立
昨日上午，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

室（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正式挂牌成立。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刘启宇，市委网信办全体干部职工参
加揭牌仪式。

按照《韶关市机构改革方案》，将市委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改为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
会，作为市委议事协调机构。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委员会办公室为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
办事机构，作为市委工作机关，对外加挂市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牌子，归口市委宣传部管理。

市新闻出版局（市版权局）
正式挂牌成立

昨日上午，市新闻出版局（市版权局）正式挂牌
成立。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启宇，市委宣传部全
体干部职工参加揭牌仪式。

按照《韶关市机构改革方案》，市委宣传部统一
管理新闻出版和电影工作。将市文化体育局（市版
权局）的新闻出版、电影管理职责划入市委宣传部，
对外加挂市新闻出版局（市版权局）牌子。市新闻出
版局（市版权局）的挂牌成立，对我市统筹新闻出版
管理、加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市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正式挂牌成立

昨日上午，市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正
式挂牌成立。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安平参加揭
牌仪式。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强军思想，坚定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形成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
系和能力，根据《韶关市机构改革方案》，组建韶关市
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军民融合发展
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承担市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的日常工作，综合协调军民融合发展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正式挂牌成立
昨日上午，市生态环境局举行揭牌仪式，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肖展欣出席仪式。
根据《韶关市机构改革方案》，将市环境保护局

的职责，以及市发展和改革局的应对气候变化和减
排职责，市水务局的编制水功能区划、排污口设置管
理、流域水环境保护职责，市国土资源局的监督防止
地下水污染职责，市农业局的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职责等整合，组建市生态环境局。市生态环
境局在县（市、区）设分局，实行市以下垂直管理体
制。不再保留市环境保护局。

揭牌仪式标志着我市生态环境事业从新起点昂
扬启程。

市卫生健康局正式挂牌成立
昨日上午，市卫生健康局举行揭牌仪式，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肖展欣出席仪式。
根据《韶关市机构改革方案》，将市卫生和计划

生育局的职责，以及市民政局的老龄工作职责，市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职责等
整合，组建市卫生健康局。市老龄工作委员会的日

常工作由市卫生健康局承担，不再保留市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

揭牌仪式标志着我市卫生健康局新职责、新使
命的开始，意味着我市卫生健康事业迎来了新的起
点。

市公务员局正式挂牌成立
昨日上午，市公务员局正式挂牌成立，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肖展欣出席揭牌仪式。
根据《韶关市机构改革方案》，由市委组织部统

一管理公务员工作，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
担的有关公务员管理职责划入市委组织部，对外加
挂市公务员局牌子。市公务员局的成立对我市更好
地落实党管干部原则、统筹公务员和干部管理，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正式挂牌成立

昨日上午，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举行揭牌仪
式，副市长陈磊参加仪式。

根据《韶关市机构改革方案》，将市文化体育局
的文化、广播电视、体育管理职责和市旅游局的职责
整合，组建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不再保留市文
化体育局、市旅游局。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的正式挂牌，标志着韶
关的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产业迎来新的机遇和新的挑
战。对今后打造“善美韶关”文化旅游体育名片，推
动文旅体产业成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新动能
具有重大意义。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正式挂牌成立

昨日上午，韶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举行揭
牌仪式。副市长陈磊参加仪式。

根据《韶关市机构改革方案》，将市发展和改革
局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职责，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的
政府信息化建设管理职责，相关机构的政务服务管
理和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利用职责等整合，组建市政
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统一负责政务服务管理、“互联
网+政务服务”、政务数据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管理等
工作。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的成立，标志着我市的
“数字政府”改革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今后，将在推
进我市“数字政府”改革和智慧城市建设中发挥重要
作用。

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市外事局）
正式挂牌成立

昨日上午，中共韶关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市外事局）举行揭牌仪式。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陈秋彦、副市长陈磊参加仪式。

根据《韶关市机构改革方案》，将市委外事工
作领导小组改为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作为市委
议事协调机构。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为市
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作为市委工作机
关。在市外事侨务局的外事工作职责基础上，组

建市外事局，与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合署
办公。

市医疗保障局正式挂牌成立
昨日上午，市医疗保障局举行揭牌仪式，副市长

高冬瑞出席仪式。
为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

大病保险制度，不断提高我市医疗保障水平，确保
医保资金合理使用、安全可控，统筹推进医疗、医
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更好保障病有所医，根
据《韶关市机构改革方案》，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的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
育保险职责，市发展和改革局的药品和医疗服务
价格管理职责，市民政局的医疗救助职责，市卫生
和计划生育局的医药采购职责等整合，组建市医
疗保障局。

市自然资源局正式挂牌成立
昨日上午，市自然资源局挂牌成立。副市长李

欣参加了揭牌仪式。
根据《韶关市机构改革方案》，将市国土资源局、

市城乡规划局的职责，以及市发展和改革局的配合
组织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职责，市水务局的水资源
调查和确权登记管理职责，市林业局的森林、湿地等
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管理职责等整合，组建市自然
资源局。不再保留市国土资源局、市城乡规划局。

市应急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
昨日上午，市应急管理局挂牌成立。副市长李

欣参加了揭牌仪式。
根据《韶关市机构改革方案》，将市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的职责，以及市政府办公室的应急管理职
责，市公安局的消防管理职责，市民政局的救灾职
责，市国土资源局的地质灾害防治职责，市水务局
的水旱灾害防治职责，市林业局的森林防火职责，
市科学技术局（市地震局）的震灾应急救援等地震
管理职责，防汛抗旱防风、减灾、抗震救灾、森林防
火等指挥部的职责等整合，组建市应急管理局，按
中央有关改革部署实施。不再保留市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
昨日上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挂

牌成立。副市长李欣参加了揭牌仪式。
根据《韶关市机构改革方案》，将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以及市科学技
术局（市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管理职责，市发展和改
革局的价格监督检查和反垄断执法职责，市商务局
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相关职责等整合，组建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加挂市知识产权局牌子。市食品安全
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承担。不再
保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
韶关日报记者 曾潇英 蓝洁雯 李陶猛 汪露蓉 黄 俊
吴嘉宁 袁少华 张 伟 童铜韶 王志珍 冯兆宇 刘嘉健

通讯员 徐良洪

丘瑞阳为病人就诊。 韶关日报记者 刘嘉健 摄

最美基层医务工作者
系列报道⑤

“24小时的好医生”
——记翁源县新江中心卫生院副院长丘瑞阳

我市一批新组建、整合组建机构集中挂牌
构建简约高效管理体制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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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下午，承载着全市人民的心声，肩
负着各界人士的重托，参加政协第十二届韶关市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市政协委员陆续抵达报到地点，
向大会报到。

记者在报到现场看到，来自不同战线、不同岗位
的政协委员，在工作人员引领下有条不紊地办理报
到手续。下午 3时，市政协委员詹三毛走进市政协一

楼大厅，领取证件、大会材料等，不到 2分钟时间就完
成全部报到手续。他今年准备了 10件提案，大部分
涉及的都是民生关注问题。他表示，作为一名多年
参会的市政协委员，深感光荣而神圣，将以高度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行委员职责，积极建言献策，
圆满完成此次会议各项任务。

市政协委员侯荣丰也是有备而来，今年他精心

准备了十余件提案，其中 12件已经提交。当天上午，
他还为了撰写提案独自到皇岗山调研。他说，作为
一名市政协委员，有责任和义务为把城市建设得更
加美好提一些建议，让韶关百姓生活得更有获得感、
幸福感。

市政协委员林晓乒则带来了 3 件有关农业方面
的提案。他表示，作为网络大V，自己受邀参与了韶
关首届“农丰节”，对韶关农业发展有一些想法，所以
把它形成提案向大会提交。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今年市政协委员带来的提
案，涉及产业发展、民营经济、城市提升、乡村振兴、
民生改善等多个热点领域。
韶关日报记者 薛柏华 特约记者 叶明 通讯员 江源

市政协委员昨向大会报到
肩负重托履职尽责促发展

丘瑞阳不仅自己给病人看病，还悉心指导医院的其他
医生，特别是年轻医生。在每年新分配医生和实习医生的
培训工作中，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高标准严要求地做好
帮带和培训工作。凡要求他们做的，自己先做到先做好，
并常告诫他们，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病人以性命相托，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好医生。他不仅是年轻医务人员的业

务导师，更是他们的医德榜样。他以自己的良好
医德医风，深深地影响着医院的全体医务人员。

治病救人，单有好医德是不够的，更要有好
医术。丘瑞阳在百忙的工作中，仍然不断抽出时
间，加强学习，提高医务水平。 1996 年 9 月至
1997 年 9 月，他到粤北人民医院进修骨科，并通
过不懈的努力，考取了执业医师资格证书。2015
年，他攻坚克难，通过了主治医师资格考试。每
次面对看病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病例、新情况，
他总是抱着不查清根源决不罢休，不找到对症绝
不放弃的态度，查阅资料，请教他人，直至把每一
个疑问和难题都彻底解决。

丘瑞阳 1992年 10月起到卫生院工作，至今已
经在基层呆了 26 年。面对基层的艰苦环境和较
低的经济待遇，丘瑞阳从来都没有抱怨，没有动摇
过服务患者的念头。2015年，上级主管部门根据
他的条件，拟将其调到县级医院工作。但是，他想
到基层的医务人员紧缺，基层患者更需要他，放弃
了福利高、条件好的县城工作，仍然扎根基层，服
务基层，做基层群众健康的守护者和知心朋友。

丘瑞阳医生用自己的爱心、智慧和辛勤，给患
者带来健康和幸福，也广受当地群众的信任和好
评。人们都说，他是翁源县新江中心卫生院新常
态下的“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韶关日报记者 张瑛

本报讯 从今日起，韶关将进入“两会时间”，
2019年韶关市“两会”将相继召开。据悉，韶关市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将于 1月 21日
至 23 召开（含预备会议）。政协第十二届韶关市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今日开幕，并持续到 21日。

记者从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了解到，为确保
大会务实高效，“两会”期间，各筹备组将认真细致
做好各项服务工作，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更好地
履行职责，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我市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我市将如何规划发展蓝
图，打造绿色发展韶关样板，争当北部生态发展区
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备受瞩目。据了解，这次“两
会”还将首次票决韶关市2019年度民生实事项目。

韶关日报记者 汪露蓉 特约记者 靳林 江源

我市“两会”
今起召开

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

本报讯 随着市“两会”的召开，市民们在感
恩过去一年收获满满的同时，更是对今年的市“两
会”充满了期待。

这两天，市民罗奋通过市级主要媒体开始关
注市“两会”的相关内容。从事基层工作的他告诉
记者，过去一年韶关的社会事业发展欣欣向荣，新
的一年更是充满干劲。他希望参加“两会”的代
表、委员们能够继续关注医疗体制改革，现在市区
的大医院就诊人数多，承担的压力也随之增加，希
望政府加大对村镇医疗服务资源的投入力度，让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市民钟凯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期待新的
一年韶关能加快城市环境的优化提升，让我们的
生活环境更加生态宜居。”

采访中，不少市民还向记者谈到了农业持续稳定
发展、改善就业环境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希
望韶关发展得越来越好。 韶关日报记者 邱日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