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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宁草鱼塘森林康养基地获得多项荣誉
! !

本报讯（通讯员 张丽珍）日前，森
林康养产业（丽水）创新助力学会企业
联合体授牌仪式、“丽职·山水杯”全国
首届森林疗养课程设计大赛、森林康养
（丽水）国际研讨会在丽水举行，景宁草
鱼塘森林康养基地被中国林学会森林
疗养分会授予“国际森林疗养示范基
地”“森林康养产业（丽水）创新助力学
会企业联合体会员单位”称号，系全市
!

家之一。

景宁草鱼塘森林公园，属武夷山系，
洞宫山脉，位于景宁城郊敕木山南麓，距
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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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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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公园内
群峰拱秀，沟壑纵横，天地苍苍，丰草绿
缛争茂，佳木葱茏竞秀，堪称“世外桃源”
“清凉世界”“绿色明珠”。公园平均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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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米，地势高峻，林海莽莽，气候凉
爽，具有明显的山地森林气候特点，公园
内动植物资源丰富，品种多样，森林覆盖
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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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草鱼塘森林康养基地充
分利用基地区内的山、水、林、木、花，生
物群落、森林小气候，做好森林康养业态
的规划策划。已建成康养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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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
建设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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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的森林阳光沐浴
平台，一个

"**

平方米的森林活动平台。
今年

*

月，景宁草鱼塘森林康养基地还
被评为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国家重点建
设基地。

海盐
+

景宁签订山海协作
工程之医共体建设合作协议
! !

本报讯（通讯员 张星星）近日，海盐县卫
生健康局一行到我县开展山海协作工作对接，
与县卫生健康局签订了山海协作工程之医共
体建设合作协议。

座谈会上，海盐县与我县卫生健康局签订
了山海协作工程之医共体建设合作协议。此次
协议为期一年，双方将从县域医共体建设人才
培养、学科发展、医院管理、信息化建设等十个
方面开展深入交流合作。

随后，海盐县卫生健康局一行参观了县人
民医院及新院区、县妇计中心、县疾控中心、县
卫生监督所和鹤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单位，
全面了解了我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现状，对
下步与我县医共体建设工作推进作出了进一
步谋划。

此次协议书的签订，标志着海盐与景宁两
地新一轮的医疗卫生合作帮扶工作正式拉开
序幕。随着各项协议内容的落实推进，必将有
力推动两地卫生健康工作再上新台阶，促进两
地在县域医共体建设方面优势互补、共赢发
展，实现卫生健康事业协同发展。

县教育局推进“互联网
,

教育”工程
实现数字教育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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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潘柳清）为进一步提
高办事效率，提升教育服务水平，充分实
现让数据跑腿，让群众满意。今年以来，
县教育局全面推进“互联网

,

教育”工
程，推进数字教育资源开放共享，实施中
小学校网络牵手计划，利用互联网平台
提升教育扶贫质量和丰富援建形式，助
力“最多跑一次”改革。

在县实验二小的录播教室内，老师
正在给学生上课，同时这堂课还通过今
年投入使用的“小鱼易连”移动式互动教
研设备，以全程直播的方式让郑坑乡校
的学生共同参与。
“通过这个设备，我们可以观摩并学

习省级、市级优秀教师的教学模式，不用

像以往一样跑到杭州、丽水去听课；同
时，我们学校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帮扶
乡校，达到资源共享的效果。”县实验二
小负责人说。

目前，我县所有学校都配置了这套
设备，并充分利用已经建好的录播系
统，深化“同步课堂”应用，构建不同学
校、家校之间的资源共享、互利互惠的
通道。并以名师引领深化课程改革，均
衡城乡教育，让老师和学生实现优质资
源共享。

据悉，我县教育系统“最多跑一次”工
作事项共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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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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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项。
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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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已完成教育“一件事”入
园、入学、中考优待、高考优待四大主项

的认领工作，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转学工作
已全部实现网上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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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专业自学
考试报名、缴费、证明补办等实现在线办
理，并与有关部门进行协同合作，为大部
分身份类加分条件中考考生简化了申请
手续，基本建成中考加分申报平台。
“下阶段，我们将在学生的入学转

学、学籍管理、教育收费，教师的职称评
定、业绩考核，以及学校的政务管理等
方面，实现平台化、数据化、信息化，方
便更多畲乡学子。”县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说。

县职高在全县率先开展
职称自主评聘改革试点工作
! !

本报讯（通讯员 吴金星）根据《丽水市教
育局丽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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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小学教师职称自主评聘改革试点工作
的通知》，县职业高级中学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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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小学教
师职称自主评聘改革试点单位，系全县唯一。

县职高根据教师队伍建设规划，充分考虑
岗位的统筹使用和可持续发展，多次召开校班
子会议和教职工代表大会，核定岗位总量和结
构比例，建立健全职称自主评聘机构，完善评
聘规划，审议通过《景宁职业高级中学教师职
称自主评聘方案（试行）》，进一步优化岗位设
置，深化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此次自主评聘推动了中小学教师职称评

审与岗位管理、竞聘上岗、聘期考核和绩效分
配等人事改革的深度融合，逐步形成评价科
学、导向正确、竞争择优、能上能下、优秀人才
脱颖而出的用人机制，进一步调动和激发学校
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县职高负责人表示，
下阶段，县职高将进一步加强教师聘后管理，
建立健全对教师的日常考核、年度考核和聘期
考核，强化考核结果在续聘、晋升、低聘或解聘
以及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高血压核心知识（上）
! !

一、高血压的定义
高血压是指血液对血管壁所产生

的侧压力，其压力超过正常标准血压。
高血压可分为原发性与续发性。原发
性高血压称高血压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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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续
发性高血压是指由其他疾病引起的高
血压症状。血压增高，增加了脑卒中、
心力衰竭、心肌梗死和肾脏损害的危
险性。常引起心、脑、肾等脏器的并发
症，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

二、血压值分类
年龄：发病率有随着年龄生长而

增高的趋势，
*%

岁以上者发病率例率
高。

食盐：摄入过多者高血压发病率
高，有认为食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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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不发生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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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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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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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病
率高。

体重：肥胖者发病率高。
遗传：大约半数高血压患者有家

族史。
三、高血压的表现
早期高血压多无症状，或在精神

紧张、情绪激动或劳累后感到头晕、头
痛、眼花等症状。

晚期高血压常持续在较高水平，
并伴有脑、心、肾等器官受损表现。这
些器官早期可无症状最后可导致功能

障碍，甚至发生衰竭。如高血压引起的
脑损害，也可能发生脑出血。对心脏的
损害先是心脏扩大，后发生左心衰竭，
可出现胸闷、气急、咳嗽等症状。当肾
脏受损后，可见夜尿多，严重时发生肾
功能衰竭，可有尿少，无尿，食欲不振、
恶心等症状。

四、高血压发病的原因
治疗高血压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

度的降低心脑血管的死亡和病残（如
瘫痪等）的危险，并减少其他并发症的
发生。有效控制血压能明显减少心脑
血管以为（心肌梗死、脑梗死）的病发
率，降低死亡率，延长患者的生命。

景宁草鱼塘森林康养基地获得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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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宁签订山海协作
工程之医共体建设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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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星星）近日，海盐县卫
生健康局一行到我县开展山海协作工作对接，
与县卫生健康局签订了山海协作工程之医共
体建设合作协议。

座谈会上，海盐县与我县卫生健康局签订
了山海协作工程之医共体建设合作协议。此次
协议为期一年，双方将从县域医共体建设人才
培养、学科发展、医院管理、信息化建设等十个
方面开展深入交流合作。

随后，海盐县卫生健康局一行参观了县人
民医院及新院区、县妇计中心、县疾控中心、县
卫生监督所和鹤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单位，
全面了解了我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现状，对
下步与我县医共体建设工作推进作出了进一
步谋划。

此次协议书的签订，标志着海盐与景宁两
地新一轮的医疗卫生合作帮扶工作正式拉开
序幕。随着各项协议内容的落实推进，必将有
力推动两地卫生健康工作再上新台阶，促进两
地在县域医共体建设方面优势互补、共赢发
展，实现卫生健康事业协同发展。

县教育局推进“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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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程
实现数字教育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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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潘柳清）为进一步提
高办事效率，提升教育服务水平，充分实
现让数据跑腿，让群众满意。今年以来，
县教育局全面推进“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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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
程，推进数字教育资源开放共享，实施中
小学校网络牵手计划，利用互联网平台
提升教育扶贫质量和丰富援建形式，助
力“最多跑一次”改革。

在县实验二小的录播教室内，老师
正在给学生上课，同时这堂课还通过今
年投入使用的“小鱼易连”移动式互动教
研设备，以全程直播的方式让郑坑乡校
的学生共同参与。
“通过这个设备，我们可以观摩并学

习省级、市级优秀教师的教学模式，不用

像以往一样跑到杭州、丽水去听课；同
时，我们学校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帮扶
乡校，达到资源共享的效果。”县实验二
小负责人说。

目前，我县所有学校都配置了这套
设备，并充分利用已经建好的录播系
统，深化“同步课堂”应用，构建不同学
校、家校之间的资源共享、互利互惠的
通道。并以名师引领深化课程改革，均
衡城乡教育，让老师和学生实现优质资
源共享。

据悉，我县教育系统“最多跑一次”工
作事项共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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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已完成教育“一件事”入
园、入学、中考优待、高考优待四大主项

的认领工作，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转学工作
已全部实现网上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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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专业自学
考试报名、缴费、证明补办等实现在线办
理，并与有关部门进行协同合作，为大部
分身份类加分条件中考考生简化了申请
手续，基本建成中考加分申报平台。
“下阶段，我们将在学生的入学转

学、学籍管理、教育收费，教师的职称评
定、业绩考核，以及学校的政务管理等
方面，实现平台化、数据化、信息化，方
便更多畲乡学子。”县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说。

县职高在全县率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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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吴金星）根据《丽水市教
育局丽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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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小学教师职称自主评聘改革试点工作
的通知》，县职业高级中学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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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小学教
师职称自主评聘改革试点单位，系全县唯一。

县职高根据教师队伍建设规划，充分考虑
岗位的统筹使用和可持续发展，多次召开校班
子会议和教职工代表大会，核定岗位总量和结
构比例，建立健全职称自主评聘机构，完善评
聘规划，审议通过《景宁职业高级中学教师职
称自主评聘方案（试行）》，进一步优化岗位设
置，深化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此次自主评聘推动了中小学教师职称评

审与岗位管理、竞聘上岗、聘期考核和绩效分
配等人事改革的深度融合，逐步形成评价科
学、导向正确、竞争择优、能上能下、优秀人才
脱颖而出的用人机制，进一步调动和激发学校
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县职高负责人表示，
下阶段，县职高将进一步加强教师聘后管理，
建立健全对教师的日常考核、年度考核和聘期
考核，强化考核结果在续聘、晋升、低聘或解聘
以及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高血压核心知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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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血压的定义
高血压是指血液对血管壁所产生

的侧压力，其压力超过正常标准血压。
高血压可分为原发性与续发性。原发
性高血压称高血压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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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续
发性高血压是指由其他疾病引起的高
血压症状。血压增高，增加了脑卒中、
心力衰竭、心肌梗死和肾脏损害的危
险性。常引起心、脑、肾等脏器的并发
症，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

二、血压值分类
年龄：发病率有随着年龄生长而

增高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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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者发病率例率
高。

食盐：摄入过多者高血压发病率
高，有认为食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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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

体重：肥胖者发病率高。
遗传：大约半数高血压患者有家

族史。
三、高血压的表现
早期高血压多无症状，或在精神

紧张、情绪激动或劳累后感到头晕、头
痛、眼花等症状。

晚期高血压常持续在较高水平，
并伴有脑、心、肾等器官受损表现。这
些器官早期可无症状最后可导致功能

障碍，甚至发生衰竭。如高血压引起的
脑损害，也可能发生脑出血。对心脏的
损害先是心脏扩大，后发生左心衰竭，
可出现胸闷、气急、咳嗽等症状。当肾
脏受损后，可见夜尿多，严重时发生肾
功能衰竭，可有尿少，无尿，食欲不振、
恶心等症状。

四、高血压发病的原因
治疗高血压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

度的降低心脑血管的死亡和病残（如
瘫痪等）的危险，并减少其他并发症的
发生。有效控制血压能明显减少心脑
血管以为（心肌梗死、脑梗死）的病发
率，降低死亡率，延长患者的生命。

★健康资讯★

普及健康知识，提高生命质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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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月

#

日 ! 雁溪

乡 组 织 乡 "

村 两 级 干

部 "网 格 员

开 展 环 境

综 合 整 治

专 项 行 动 !

进 一 步 保

障 了 村 庄

的 洁 净 度 #

（ 通 讯 员
梅霞 摄）

景宁草鱼塘森林康养基地获得多项荣誉
! !

本报讯（通讯员 张丽珍）日前，森
林康养产业（丽水）创新助力学会企业
联合体授牌仪式、“丽职·山水杯”全国
首届森林疗养课程设计大赛、森林康养
（丽水）国际研讨会在丽水举行，景宁草
鱼塘森林康养基地被中国林学会森林
疗养分会授予“国际森林疗养示范基
地”“森林康养产业（丽水）创新助力学
会企业联合体会员单位”称号，系全市
!

家之一。

景宁草鱼塘森林公园，属武夷山系，
洞宫山脉，位于景宁城郊敕木山南麓，距
县城

!"

公里，总面积
"#$"$

亩。公园内
群峰拱秀，沟壑纵横，天地苍苍，丰草绿
缛争茂，佳木葱茏竞秀，堪称“世外桃源”
“清凉世界”“绿色明珠”。公园平均海拔
""#%

余米，地势高峻，林海莽莽，气候凉
爽，具有明显的山地森林气候特点，公园
内动植物资源丰富，品种多样，森林覆盖
率为

&'($)

。

今年以来，草鱼塘森林康养基地充
分利用基地区内的山、水、林、木、花，生
物群落、森林小气候，做好森林康养业态
的规划策划。已建成康养步道

*("

公里，
建设了一个

!#*

平方米的森林阳光沐浴
平台，一个

"**

平方米的森林活动平台。
今年

*

月，景宁草鱼塘森林康养基地还
被评为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国家重点建
设基地。

海盐
+

景宁签订山海协作
工程之医共体建设合作协议
! !

本报讯（通讯员 张星星）近日，海盐县卫
生健康局一行到我县开展山海协作工作对接，
与县卫生健康局签订了山海协作工程之医共
体建设合作协议。

座谈会上，海盐县与我县卫生健康局签订
了山海协作工程之医共体建设合作协议。此次
协议为期一年，双方将从县域医共体建设人才
培养、学科发展、医院管理、信息化建设等十个
方面开展深入交流合作。

随后，海盐县卫生健康局一行参观了县人
民医院及新院区、县妇计中心、县疾控中心、县
卫生监督所和鹤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单位，
全面了解了我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现状，对
下步与我县医共体建设工作推进作出了进一
步谋划。

此次协议书的签订，标志着海盐与景宁两
地新一轮的医疗卫生合作帮扶工作正式拉开
序幕。随着各项协议内容的落实推进，必将有
力推动两地卫生健康工作再上新台阶，促进两
地在县域医共体建设方面优势互补、共赢发
展，实现卫生健康事业协同发展。

县教育局推进“互联网
,

教育”工程
实现数字教育资源共享
! !

本报讯（记者 潘柳清）为进一步提
高办事效率，提升教育服务水平，充分实
现让数据跑腿，让群众满意。今年以来，
县教育局全面推进“互联网

,

教育”工
程，推进数字教育资源开放共享，实施中
小学校网络牵手计划，利用互联网平台
提升教育扶贫质量和丰富援建形式，助
力“最多跑一次”改革。

在县实验二小的录播教室内，老师
正在给学生上课，同时这堂课还通过今
年投入使用的“小鱼易连”移动式互动教
研设备，以全程直播的方式让郑坑乡校
的学生共同参与。
“通过这个设备，我们可以观摩并学

习省级、市级优秀教师的教学模式，不用

像以往一样跑到杭州、丽水去听课；同
时，我们学校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帮扶
乡校，达到资源共享的效果。”县实验二
小负责人说。

目前，我县所有学校都配置了这套
设备，并充分利用已经建好的录播系
统，深化“同步课堂”应用，构建不同学
校、家校之间的资源共享、互利互惠的
通道。并以名师引领深化课程改革，均
衡城乡教育，让老师和学生实现优质资
源共享。

据悉，我县教育系统“最多跑一次”工
作事项共涉及

"-

个主项，
!!

个子项。
截至

&

月底，已完成教育“一件事”入
园、入学、中考优待、高考优待四大主项

的认领工作，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转学工作
已全部实现网上办理，

&#)

以上专业自学
考试报名、缴费、证明补办等实现在线办
理，并与有关部门进行协同合作，为大部
分身份类加分条件中考考生简化了申请
手续，基本建成中考加分申报平台。
“下阶段，我们将在学生的入学转

学、学籍管理、教育收费，教师的职称评
定、业绩考核，以及学校的政务管理等
方面，实现平台化、数据化、信息化，方
便更多畲乡学子。”县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说。

县职高在全县率先开展
职称自主评聘改革试点工作
! !

本报讯（通讯员 吴金星）根据《丽水市教
育局丽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
!%"&

年中小学教师职称自主评聘改革试点工作
的通知》，县职业高级中学入选

!%"&

年中小学教
师职称自主评聘改革试点单位，系全县唯一。

县职高根据教师队伍建设规划，充分考虑
岗位的统筹使用和可持续发展，多次召开校班
子会议和教职工代表大会，核定岗位总量和结
构比例，建立健全职称自主评聘机构，完善评
聘规划，审议通过《景宁职业高级中学教师职
称自主评聘方案（试行）》，进一步优化岗位设
置，深化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此次自主评聘推动了中小学教师职称评

审与岗位管理、竞聘上岗、聘期考核和绩效分
配等人事改革的深度融合，逐步形成评价科
学、导向正确、竞争择优、能上能下、优秀人才
脱颖而出的用人机制，进一步调动和激发学校
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县职高负责人表示，
下阶段，县职高将进一步加强教师聘后管理，
建立健全对教师的日常考核、年度考核和聘期
考核，强化考核结果在续聘、晋升、低聘或解聘
以及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高血压核心知识（上）
! !

一、高血压的定义
高血压是指血液对血管壁所产生

的侧压力，其压力超过正常标准血压。
高血压可分为原发性与续发性。原发
性高血压称高血压病，占

&%)

以上。续
发性高血压是指由其他疾病引起的高
血压症状。血压增高，增加了脑卒中、
心力衰竭、心肌梗死和肾脏损害的危
险性。常引起心、脑、肾等脏器的并发
症，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

二、血压值分类
年龄：发病率有随着年龄生长而

增高的趋势，
*%

岁以上者发病率例率
高。

食盐：摄入过多者高血压发病率
高，有认为食盐

.!/0

乎不发生高血压；
*+"#/0

发病率
$$("#)

；
1!%/0

日发病
率高。

体重：肥胖者发病率高。
遗传：大约半数高血压患者有家

族史。
三、高血压的表现
早期高血压多无症状，或在精神

紧张、情绪激动或劳累后感到头晕、头
痛、眼花等症状。

晚期高血压常持续在较高水平，
并伴有脑、心、肾等器官受损表现。这
些器官早期可无症状最后可导致功能

障碍，甚至发生衰竭。如高血压引起的
脑损害，也可能发生脑出血。对心脏的
损害先是心脏扩大，后发生左心衰竭，
可出现胸闷、气急、咳嗽等症状。当肾
脏受损后，可见夜尿多，严重时发生肾
功能衰竭，可有尿少，无尿，食欲不振、
恶心等症状。

四、高血压发病的原因
治疗高血压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

度的降低心脑血管的死亡和病残（如
瘫痪等）的危险，并减少其他并发症的
发生。有效控制血压能明显减少心脑
血管以为（心肌梗死、脑梗死）的病发
率，降低死亡率，延长患者的生命。

最多跑一次

县交通运输发展中心开展
运输行业“双随机”抽查
本报讯（通讯员 李海景）日前，县交通运

输发展中心组织开展
!%"&

年下半年道路运输
行业“双随机”监管抽查，进一步推进道路运输
行业监管方式创新，规范事中事后监管。
“双随机”监管模式，是指运管机构在依法

实施监督检查中，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
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方式，并及时公开检查
结果。据了解，此次“双随机”抽查共出动执法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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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抽查道路客运、普通货运、危险
品运输、机动车维修和驾驶员培训企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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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重点检查运输企业的经营资质条件、安全
生产制度、日常管理台账、服务质量管理和应
急保障等内容，并填写随机抽查记录表，确保
抽查全程痕迹化管理。对于检查中存在的问题
及发现的安全隐患，检查组责令企业限期整改
并提交整改报告，抽查及处理情况及时向上级
部门反馈并公开。

为逐步实现与其他部门的联动惩治，县
交通运输发展中心还将“双随机”抽查与企业
信用考核相结合。对抽查反复出现问题、不能
彻底整改的逐一梳理，在质量信誉考核时予
以扣分和降级降类处理，形成有效震慑，增强
市场主体守法的自觉性，强化对运输企业事
中事后监管的实效性，保障道路运输市场公
平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