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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眼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淄博1月6日讯 (记者
马玉姝 通讯员 宗禾) 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淄博
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圆满完成各
项议程，昨日上午在齐盛国际宾
馆会议中心大会堂胜利闭幕。

市政协主席丛锡钢，副主席
刘东军、董学武、达建文、蒲绪章、
王济众、徐培栋、毕红卫，党组成
员李先坤，秘书长国先 出席会
议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中共淄博市委书记江敦涛，
市委副书记、市长于海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尚龙江，市委副书记
马晓磊应邀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
就座。

蒲绪章主持闭幕大会。
大会应到委员409名，实到委

员382名，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通过了市政协十二届四

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的决议；通过了市政协十二届四
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
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市政协提案
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四次会议提案
审查情况的报告；通过了政协淄
博市委员会2020年协商工作计
划；通过了市政协十二届四次会
议决议。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政协组
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广大政协委
员要在中共淄博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
指示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
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紧扣

“六大赋能行动”“八个聚焦聚
力”，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职能，更好凝聚共
识，为淄博凤凰涅 、加速崛起贡
献智慧和力量。

会议强调，做好今年全市政
协工作，要在高举伟大旗帜，强化
思想武装上再发力；要在坚定制
度自信，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
参与基层治理的实际效能上再发
力；要在紧扣中心任务，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上再发力；要在强化思
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上再
发力；要在提升工作质效，加强政
协自身建设上再发力，展现新时
代人民政协的新担当新作为。

会议号召，全市各级政协组
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广大政协委

员和社会各界人士，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周围，在中共淄博市委的坚强
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同心
同德、接力奋斗，为把淄博建设成
为务实开放、品质活力、生态和谐
的现代化组群式大城市，实现淄博
凤凰涅 、加速崛起而努力奋斗。

应邀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
座的还有：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
长；市法院代院长，市检察院检察
长；担任过市各大班子正厅级领导
职务的老同志；住淄博的十二届省
政协常委；往届市政协副主席；市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

住淄博的十二届省政协委
员、担任过市政协机关正县级领
导职务的离退休老同志、市政协
机关不是政协委员的在职县级干
部列席了会议。

本报淄博1月6日讯 (记者
马玉姝 通讯员 宗禾 )

政协第十二届淄博市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期间，政协委员、
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
员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按照
市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和市委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扣“六
大 赋 能 行 动 ”“ 八 个 聚 焦 聚
力”，积极运用提案履职尽责，
建言献策。截至1月4日中午12
时，共收到提案456件，提案委
员会根据《政协淄博市委员会
提案工作条例》《政协淄博市
委员会提案审查实施办法》，
对收到的提案进行了认真审
查，立案411件，不予立案45件。
在立案提案中，委员提案 3 6 1
件，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
联提案49件，专委会提案1件。
按提案内容划分，经济建设方
面的提案158件，占立案总数的
38 . 4%；教育、文化旅游、卫生、
体育方面的提案112件，占立案
总数的 2 7 . 3 %；社会保障、司
法、行政和其它方面的提案141
件，占立案总数的34 . 3%。

本次会议提案内容丰富、涉

及面广 ,围绕中心选题准，反映
民意接地气，大部分提案经过深
入调查研究，内容精练，建议具
体，质量显著提高。主要内容有：
加强重大项目建设和市场主体
培育，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构建
以企业为主体创新体系，推进产
学研合作；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
境，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推进“双
招双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
造乡村振兴淄博特色板块；完善
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品质；挖掘
消费潜力，大力发展夜间经济；
推动齐文化传承创新发展，打造

“书香淄博”；加强文旅融合，打
造具有“淄博文化”的工业旅游
城市；发展学前教育，促进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完善公共卫生服
务体系，推进“健康淄博”建设；
加强引导支持，推行垃圾分类；
加快推进医养结合，促进养老产
业健康发展；改善城市交通环
境，缓解城市停车难等。

对已立案的提案，在大会
闭幕后，提案委员会将按照规
定程序转交有关部门研究办
理。本次大会截止统计日期以
后收到的提案，也将及时审查
交办。

市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胜利闭幕
江敦涛于海田丛锡钢尚龙江马晓磊出席 蒲绪章主持 通过大会决议等

市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
共收到提案456件
其中立案411件，内容丰富质量显著提高

小小一根针

“烧死”肿瘤不开刀

“这是一名小肺癌患者，常
规我们的治疗方式是外科手术，
可是这名患者情况比较特殊，肿
瘤刚好长在脊柱旁，而且肿瘤与
周围组织发生了黏连，即使是手
术也切不干净，针对这种情况，
微创消融就是个不错的办法。”
医院副院长、肿瘤介入科主任谭
建平向记者介绍。微创消融治疗
就是在影像设备的引导下，将一
根特制微波针，经皮穿刺到肿瘤
中心区域，在微波针的某一点上
含有一个1毫米大小的“微型微
波炉”，由它释放的微波磁场可
以使周围的分子高速旋转运动
并摩擦升温，从而使组织凝固、
脱水坏死，达到治疗的目的。与
传统的治疗方法相比，微创消融
治疗不必开刀，仅有个微小的创
口，基本无出血，患者当日即可
下床活动，术后恢复快，住院时
间短，治疗和术后恢复费用低于
常规手术费用。与手术相比，微
创消融治疗对患者体质要求也
比较低，对于那些因年龄大、体

质差而无法手术的患者，微创消
融治疗是不错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这名患者的
影像学资料上可以看到，肿瘤附
近有一根规则的柱状物体，谭主
任表示，这是因为在做微创消融
前，医生先利用介入手段，将导
管把肿瘤周围的营养血管栓
塞，以防止肿瘤发生转移，这也
就是医院独创的“一站式”微创
消融术。“如果我们不把周围血
管进行栓塞，直接进行消融，由
于热胀冷缩的原理，有可能会
造成肿瘤转移，我们科室既有
介入，又有消融，多学科综合治
疗。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为他
们选择最合适的治疗方案，并
且尽可能地为患者减轻经济压
力。”谭主任说。

个性化治疗

患者迎来新生

目前，医院的“一站式”微创
消融术在业内已经十分有名，许
多患者都是去了外地的大医院，
医生在做了检查后干脆地说：

“你回淄博吧，去世博高新医院
找谭建平治。”也有无数的患者

在谭主任的手中重获新生。曾有
一名肝癌患者，在外院接受微波
消融治疗后，相关指标反而有所
上升，患者经过打听又辗转来
到世博高新医院，经过检查，医
生发现，在患者主病灶的周围，
还存在两个卫星灶，之前的治
疗只针对主病灶，并未处理卫
星灶，主病灶萎缩后，卫星灶反
而开始增长，因此患者的病情
并未得到有效的控制。谭主任
为患者重新治疗后，终于将全部
病灶得以控制。

患者王女士4年多前患上了
肝癌，找到谭主任时，肿瘤已经
发展到8×12cm，本来已经对病
情不抱任何希望，在接受了微创
消融治疗后，身体竟一天天地恢
复了起来。经过多次复查，病灶
在不断缩小，现在的王女士做起
了小生意，生活又回到了正轨。
就在不久前，她精心制作了一面

锦旗，上面写着“医德香飘万里，
医术美名远扬”，将锦旗送给了
谭主任，“4年多了，我一天一比
一天好，现在我觉得自己又能很
好地活下去了，这一切都要感谢
您！”王女士说。

与王女士同一天送锦旗的
还有患者孙女士的家属，几个
月前，当孙女士来到医院时，已
经是肺癌多处转移，双侧胸水、
腹水、下肢肿胀，经过放疗、骨
水泥植入、肺癌微创消融等多
种治疗相结合，孙女士终于能
站起来行走了，身体上的疼痛
减轻，生活质量大大提高。4个
多月后，孙女士在家中安详地
去世了，处理好后事，孙女士的
丈夫特意来到医院，为谭主任
送上锦旗，感谢他在妻子生命
的最后一段时光里给予的尊严
和温暖。

(通讯员 王锐 吴岳)

本报讯 1月11日(本周六)上
午，全国最大的心血管病医院阜外
医院专家郭远林教授将来淄博，在
世博高新医院坐诊，限号25人，挂号
费100元，有心血管疾病困扰的患
者，可以提前预约，找专家诊治。

郭远林 女，生于1972年10月。
1998年毕业于湖北医科大学、获内科
学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获内科学博士学位，现任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主
任医师。

研究方向为血脂异常、炎症、血
栓与冠心病。曾独立完成多项科研
课题，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
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1项、博士
点基金2项，承担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院所青年科研基金1项。现为长城会
青年日程委员并担任中华临床医师
杂志(电子版)特邀审稿专家。此外，
主要负责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第
三项心脏保护研究(HPS-3)”并参与
完成多项冠心病、血脂相关的国际、
国内多中心临床试验；多次参加
ESC等国内外大型国际会议。目前
已在医学核心期刊杂志发表文章10
余篇、SCI源期刊文章近10篇。

专长：对血脂异常(包括特殊类
型、少见类型血脂异常)、冠心病等
有独到的经验，对高血压、心衰等其
他心血管系统常见病、多发病的诊
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世博高新医院肿瘤介入科

“一站式”微创消融“化”肿瘤
阜外医院专家郭远林教授

本周六世博高新医院坐诊

限号25人 心血管患者请注意

只需要小小的一根针，就能够穿刺进入肿瘤，进而将其“烧
死”，这就是神奇的微波消融技术，有了这一技术后，给肿瘤患者提
供了新的选择。记者在世博高新医院了解到，医院的肿瘤介入科不
仅能够广泛应用微波消融术，而且同时具备介入技术，能够为患者
提供一站式、个性化的治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淄博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闭幕。

本报记者 李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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