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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 佛山市村级工业园

区、 群租房消防安全规范化管理现

场会在南海区九江镇行政服务中心

召开。 会议上， 佛山市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蔡家华对南海区九江镇

在消防安全规范化管理中的经验和

做法表示了认可， 并提出要学习借

鉴其先进管理经验， 更好地解决佛

山村级工业园、 群租房的消防安全

问题。

尽管当年这种“村村点火、 户

户冒烟” 发展模式， 极大地推动了

佛山市的经济发展， 密集的群租

房， 解决了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些老旧的

厂房或村民自建房因缺乏基本的消

防安全设施， 租户和用户的消防安

全意识薄弱， 消防安全隐患较多，

火灾发生概率高。 据市消安委副主

任、 市消防支队支队长王帅介绍，

近三年来， 村级工业园区火灾共发

生 503 起， 死亡 8 人， 造成经济损

失 5674 万元； 群租房火灾发生 520

起， 占全市火灾起叔的 26%。 从数

据上来看， 佛山市的村级工业园和

群租房的消防安全情况仍面临严峻

考验。

据了解， 南海九江镇现有 23

个村级工业园， 涵盖家具、 塑料、

印刷等大灾危险性较大的多种传统

产业。 因此村级工业园消防安全

隐患问题， 也在困扰着九江镇的

发展。 针对此情况， 九江镇将村

级工业园消防整治工作纳入党委

政府决策议程 ， 在 2017 年开展

专项行动， 通过成立专班， 驻班

联动， 宣传发动等具体工作， 切

实消除村级工业园的安全隐患风

险问题， 有效提升村级工业园消

防安全环境， 在 2018 年上半年，

九江镇村级工业园火灾事故共 4

起， 无人员伤亡， 与 2017 年同期

相比下降 33%。

南海区九江镇镇长张厚祥在报

告工作成果时表示， 在下一阶段，

九江将继续加大执法力度， 科学运

用整治管理手段， 为创建平安南海

贡献九江力量。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何宇扬

通讯员 佛消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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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谭明华 陈琳

检查不用去医院，网约护士会上门

服务。 去医院看诊只需要通过二维码就

可以完成诊病、检查、取药一系列流程。

进入互联网+时代， 医疗健康也正与互

联网接轨， 带给患者无限便利。 7 月 9

日，佛山市“互联网+医疗健康”推荐会

暨佛山市禅城中心医院

（ 下简称 “ 禅

医”）

互联网医院启动仪式在禅医举行。

禅医正式成为佛山第三家互联网医院，

加上此前获批的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佛山市中医院，佛山成为全省互联网医

院数量最多的地级市。

王政： 年底全市三甲医院都开

展互联网诊疗服务

“今年年底， 全市所有三甲综合公

立医院都会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 ”佛

山市卫生健康局局长王政说。 他在现场

介绍了佛山目前“互联网+医疗健康”服

务体系建设应用情况。 他表示，自 3 月

26 日启动电子健康码应用以来，佛

山电子健康码建设应用已由 4 个试

点医院扩展到 20 家医院， 完成三级

医院全部应用的目标，市民主动申领

应用电子健康码超过 20 万张。 据了

解，上个月 20 日 ，在 2019 年中国卫

生信息技术/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交

流大会上，佛山市电子健康卡建设试点

应用获评全国电子健康卡普及应用优

秀案例。

目前佛山全市已有 47 家医院接入

市临床检验结果互认技术平台，通过互

认和质量控制 ， 检验项目达标率由

73.6%提升到 88.5%，失控纠正处理率由

38%提高到 77.4%。 全市二级及以上医

院全部开放医生号源线上预约，93%的

医院实现检查检验结果查询、 移动支

付，87%的医院实现导医分诊、诊疗信息

推送、满意度评价，73%的医院实现诊间

结算，60%的医院实现线上预约检查。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陈义平

表示，佛山市作为全国试点城市，“互联

网+医疗健康”服务基础好，应用早，亮

点多，率先探索，深化应用，群众获得感

强，成为全省推进工作的重要示范。

禅医：本月内上线“星护链”互

联网

+

护理平台

“互联网+医疗健康”是国家大健康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内涵包括了"

互联网"+"医疗"、"护理"、"养老"、"健康

管理"等多个方面。 今年 2 月，国家卫健

委发布了《关于开展" 互联网+护理服

务"试点工作的通知》，以北京、上海、天

津、浙江、江苏、广东六省市为试点，展

开"互联网+护理服务"，服务重点为高

龄或失能老年人、康复期患者和终末期

患者等人群，提供慢病管理、康复护理、

专项护理、安宁疗护等护理服务。 王政

介绍， 目前佛山全市有 22 家医院试点

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主动延伸优

质护理服务资源。

而就在推荐会结束后，禅医就和上

海星康链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

协议，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项

目，并将于本月内正式上线"星护链"互

联网+护理平台。 当高科技把以往要在

医院实现的场景带到了家庭中，患者足

不出户就能享受一系列高质量的医疗

服务。

据介绍，该平台用户只需要线上预

约， 由线上护理团队进行初次评估后，

派遣专业护士到家服务。 值得一提的

是， 该平台不仅具备基础的接单功能，

还集成了定位、一键报警、到家后的二

次评估、电子服务文书等功能，为安全、

便捷的执行到家护理服务提供保障。 据

了解，平台上线后，患者将可以体验到

上门快检、AI 眼底筛查、B 超服务。 "为

了以最快的速度响应患者的需求，除了

打造以城南为主的社区服务中心网络，

我们还积极和急救站及药房进行合作，

比如拥有 400 多家门店的大参林药房，

让更多市民能更容易获得相关服务。 "

禅医执行院长胡航表示。 目前平台确定

的服务时间为上午 8：30-17：30，最快响

应时间为上午下单，下午上门服务。

“今后禅医将借助 5G 技术、互联物

联、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手段，

充分发挥我院实体医院的质量安全技

术优势，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把我院

的优质资源尽快下沉，惠及百姓。 ”胡航

说道。

7 月 7 日下午，佛山体彩在新 DNA 购物

中心举行“2019 年广东公益体彩进社区

（ 佛

山）

”启动仪式。公益与快乐同行，现场有超过

300 份精美礼品和“顶呱刮”即开票赠送，吸引

了不少市民参与到游戏和彩票之中。

投篮机、扔娃娃游戏、夹乒乓球……活动

现场， 佛山体彩准备了精彩的互动游戏和游

戏奖品，吸引了不少市民热情参与。同时市民

在现场打开微信参与“摇一摇” 有机会中得

“顶呱刮”即开票，马上感受“顶呱刮”的即刮、

即开、即兑的中奖体验。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

佛山体彩还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10 场公益

体彩进社区活动，与市民朋友一起玩游戏、做

公益，充分展示出中国体育彩票 25 周年发展

成果、社会贡献、公益金分配及用途等信息，

努力提升体育彩票公益公信品牌形象， 宣传

责任彩票理念，普及游戏玩法知识推广，拓展

购彩人群。

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度，按照财政部批

复的预算， 国家体育总局本级使用彩票公益

金 298700 万元，用于开展群众体育工作和资

助竞技体育工作。 其中，70%用于开展群众体

育工作， 达 208948.39 万元；30%用于资助竞

技体育工作， 达 89751.61 万元， 为建设负责

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而

不懈努力。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广东地级市互联网医院佛山最多

九江为消除“三旧”消防隐患提供新思路

佛山体彩启动

“2019年广东

公益体彩进社区”

禅医是佛山第三家互联网医院。 通讯员供图

佛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蔡家华（左二）发表讲话。 庄国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