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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讯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佟桂莉、王敏、
裘超、洪松法、赵立明等区四套班子领导，连日来分
多路走访慰问了驻萧部队官兵以及退役军人，向他
们送去了节日的问候与祝福，共叙军民鱼水情。

区领导佟桂莉、费跃忠、金孝平等一行来到
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区人武部、武警杭州
支队四中队，向部队官兵送去节日问候。每到
一处，区领导都与官兵们亲切握手交流，畅叙友
情，共话发展。市委常委、区委书记佟桂莉说，
萧山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离不开部队的关
心、支持和帮助。今后，萧山将继续发扬拥军优
属的优良传统，努力为部队建设创造良好的环
境，军地双方携手共建美好家园。区领导一行
还看望慰问了退役军人韩张根，关切地询问他
的身体情况，嘱咐相关部门和街道要多关心退
役军人的工作和生活，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区领导王敏一行先后来到驻萧某部队和部队
农副业生产基地，向官兵们送去了节日问候。每
到一处，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敏都与部队官兵亲切

交谈，了解部队建设情况，并感谢驻地部队多年来
为萧山建设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的贡献。王敏表
示，今后，萧山将继续大力支持部队建设，希望部
队官兵一如既往地支持萧山的经济社会发展。王
敏一行还看望慰问了退役军人家庭，为他们送去
慰问品和节日的祝福，感谢他们为国家和人民作
出的贡献，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继续发挥军人的优
良作风，助力萧山经济社会发展。

区领导裘超、高卫国一行先后来到区军队离
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驻萧某部队、区消防救
援大队、爱心医院，慰问驻萧部队官兵、军休干
部、退役军人家属等，向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裘超表示，近年来，萧山抓住

“后峰会、前亚运”的发展契机，在经济发展、社会
稳定上都呈现出良好的态势，而这样的成果，离
不开部队官兵和军人家属们所作出的贡献。萧
山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双拥共建工作，营造好拥军
优属的社会氛围。

区领导洪松法一行先后来到浙江出入境边防
检查总站医院、武警杭州支队二大队，详细了解部
队官兵的工作生活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区政协主
席洪松法感谢部队官兵为促进萧山改革发展、保障

群众安居乐业作出的贡献，希望军地双方进一步加
强团结融合，深化双拥共建，携手推动萧山赶超跨
越发展，并叮嘱有关部门要切实做好退伍军人培训
与促进就业等工作。洪松法一行还慰问了退役军
人陈传宝，送上了慰问品，祝老人幸福安康。

区领导赵立明一行先后看望慰问了杭州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武警杭州支队六中队的部队官
兵。区委副书记赵立明说，萧山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离不开各部队的共同努
力，萧山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设，推进军民深
度融合发展。随后，区领导一行还看望慰问了退
役军人聂丙泉，详细询问了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情
况，叮嘱他们照顾好身体，党和政府会一如既往
地关心帮助退役军人家庭。

区领导顾春晓一行先后来到驻萧某部队保
管队、省军区湘湖农场及区预备役营，向官兵们
送去慰问品和节日祝福。每到一处，区委常委、
常务副区长顾春晓都与部队官兵亲切交谈，他表
示，萧山的发展与稳定离不开部队的支持和帮
助，离不开广大官兵的无私奉献，萧山将努力为
部队创造良好的环境。随后，顾春晓一行来到所
前镇孔湖村退役军人曹继旺家中进行慰问。

区领导走访驻萧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
■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讯 烈日炎炎，连日来，佟桂莉、王
敏、裘超、洪松法、赵立明等区四套班子领导
分四路看望慰问了在高温下作业的一线劳动
者，向他们道一声感谢，送一份清凉。

区领导佟桂莉、顾大飞、吴炜炜一行看望
慰问了在高温下工作的环卫工人，感谢他们
为提升萧山城市面貌付出的辛劳和汗水。“大
家辛苦了，最近气温很高，一定要注意劳逸结
合、保重身体。”站在热浪滚滚的路面上，市委
常委、区委书记佟桂莉把防暑降温物品一一
送到环卫工人手中，嘱咐有关部门要落实防
暑降温措施，关心爱护高温下作业的一线工
作者。随后，区领导一行来到区2019年旧宅
改造项目和萧山中学改建项目的施工现场，
仔细询问工程进度和工人们的工作、生活情
况。佟桂莉要求，有关部门和施工单位要科
学合理安排工作，切实保障一线建筑工人的
身体健康，同时要进一步抓好安全生产和消
防安全工作，严把施工安全关和工程质量关，
严防各类安全责任事故发生，确保工程顺利
有序推进。

区领导王敏、赵立明一行来到公安交通
巡警值班岗亭，向坚守一线岗位的交警表示
慰问，要求大队领导合理安排警力，科学部署
日常勤务。随后，区领导一行来到蜀山街道
戚家池、联丰社区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现
场和风情大道高架项目工地，亲切慰问了高
温下奋战在一线的工程建设者，向他们送上
清凉和关爱，在嘱咐大家注意身体和安全的
同时，还详细询问了有关工程进展情况，叮嘱
建设单位负责人切实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科
学合理安排工作，同时，要认真贯彻落实安全
生产和文明施工的各项要求，确保施工安全
和质量。

区领导裘超、方军一行先后来到钱江世
纪城绿地城市之门项目、环境集团亚运村
河道景观提升项目以及国网萧山供电公司
长山变电工程的在建工地，慰问在高温下
为城市建设而奋斗在一线的建设者们。区
领导仔细询问了项目建设的进展情况，充
分肯定了建设者们加快工程进度的热情，
并向他们表示了感谢。同时再三叮嘱建设
者们在工作中要时刻注意安全，做好自我
保护，防止高温中暑，并送上了防暑降温慰
问品。

区领导洪松法、顾春晓一行先后来到地
铁7号线（盛东站）、红十五线（南阳互通段）、通城大道（通彩互
通段）等项目施工现场，看望慰问在高温酷暑下作业的工人。
区领导和大家亲切交流，向他们一一送上防暑降温物品，感谢
他们为城市开发、交通建设和方便市民出行付出的努力和汗
水，嘱咐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切实保重身体。要求项目建设单
位加强管理，优化施工组织，合理安排时序，确保工程安全质量
和工人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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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曹卫，萧山人，亘喜生
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
长、首席执行官，国际华人干细胞基金
会理事，国际细胞医学学会和血库协
会专家委员会成员。

■记者卢卓琳金波胡吉楠
俞建昌陈伟聪缪承林

本报上海电 6月，在上海举行
的CAR-T国际峰会上，亘喜生物科
技公司正式宣布，他们研发的新生产
平台 FasT CAR-T，把个体化抗癌
技术CAR-T的生产时间从2周左右
降低到了24小时。这意味着该类抗
癌治疗技术生产时间的急剧缩短，更
意味着病人等药时间和用药成本的
大幅降低。

对于亘喜创始人兼董事长曹卫
来说，这个在业内引起广泛关注的 成果，是他突破自我道路上实现的 又一个小目标。

为更多患者注入“生命力”

曹卫创办亘喜生物科技之前，
曾作为共同创始人和CEO创办了
西比曼生物科技集团，并于2014年
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功成身退的
曹卫一边拿着丰厚的投资回报，一
边在医药风投行业干得顺风顺水。
2017年，他却义无反顾地跳出了舒
适圈，重新创业。

问及原因，曹卫告诉记者，可能
因为生于萧山长于萧山，他身上流着
萧山人敢于创新的血液，不喜墨守陈
规，人生每个阶段都想去寻求新的突
破。 （下转第2版）

曹卫：为癌症患者带来“福音”

■首席记者龚洁实习生杨旦蕾

本报讯 昨日，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
十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关于2019年上半年全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等。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裘超，副主任沃岳兴、董华恩、顾
大飞、洪关良、董祥富、高卫国出席会议。副区长
顾春晓，区政协副主席施利君，区监察委、法院、检
察院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由董祥富主持。

会议先后听取了区发改局负责人、区财政局
负责人受区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2019年上半
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
告》、《关于杭州市萧山区2018年财政决算草案
及2019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区
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负责人所作的《关于我区上
半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和财政运行情况的调查
报告》，以及区审计局负责人受区政府委托所作

的《关于2018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会议认为，上半年萧山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面临国际国内和自身发展的各种变数，在破
难中转型，在创新中推进，在补短中提升，在共建
中共享，发展有目共睹，成绩来之不易。

在客观分析当前我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后，会议指出，要经得起阵痛，面对转型
升级、中美贸易摩擦等新情况、新难题、新冲击的
挑战，萧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破解体制机
制、产业变革、高效服务、要素保障等难题，在困
难和压力中杀出一条血路。要守得住定力，坚定
发展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发展平
台经济，精准发展小镇经济。要做得到稳健，以
企业的发展来改善财政收入的结构，以可持续来
量力使用财政资金，以敏锐来有效防控金融风
险，以责任担当来严审整改，推动萧山经济高质

量发展。
会议以按电子表决器的方式，通过了《关于

批准杭州市萧山区2018年财政总决算和区级财
务决算的决定》。

会议听取了莫利萍、袁奕相、贾燕红、王军明
4名杭州第十三届人大代表的述职报告。会议认
为，作为首批述职的代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
头作用，希望人大代表们要以述职活动为契机，
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更负责的履职态度、更扎
实的工作作风，为助力萧山实现赶超发展、跨越
发展建言出力。

会议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负责人所作
的关于《萧山区人大常委会开展代表建议办理工作
绩效评估的若干规定（草案）》的说明，并以按电子表
决器的方式通过了该草案。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并举行了
新当选人员宪法宣誓仪式。

■首席记者洪凯

本报讯 新一轮《杭州市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今日起正式实施。包括
萧山第一人民医院、萧山中医院、萧山医院、萧山
医院精神卫生中心、萧山第二人民医院、萧山第
三人民医院、杭州明州医院、萧山皮肤病医院、萧
山中医骨伤科医院在内的9家医疗机构将执行
医疗服务价格新政。

涉及11大类940项医疗服务价格

据悉，《方案》调整了11类940项医疗服务项
目。在940项医疗服务项目中，主要在六个方面
进行了调整：取消医用耗材加成政策，实行零差
率销售；降低影像和核医学类、检验类共两大类
59个项目价格；重点上调技术难度大、手术过程

复杂、风险程度高且价格偏低的四类、五类手术
项目和部分麻醉类项目价格；适度调整与周边省
市相比价格偏低、医院反映较大的诊查费、护理
费、注射费等基本医疗服务项目价格；适当兼顾
中医、肿瘤等不同特色专科医院的诊疗项目；继
续保持体现儿科医护人员劳务价值的项目在成
人项目价格上加收的政策。

总体而言，提高的是偏低的“技术劳务型医疗服
务项目价格”，降低的是“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和检
验价格”。通俗地说，就是医务人员服务的人工费将
上涨，而CT、磁共振、生化检验等检查费会下降。

调整后，看病付费出现新变化

服务价格调整对老百姓看病意味着什么？
看病到底是贵了还是便宜了？昨日，记者走访了
萧山中医骨伤科医院，小唐正在做急性腰扭伤推拿
治疗，他几天前搬重物上楼时腰部扭伤，所以来做
个推拿缓解一下。听闻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政策
后，他很好奇如果自己是8月1日之后扭伤，整个治
疗费用变高还是降低。

小唐拿出了这几天的结算单，记者看到，正高

级专家门诊费和磁共振扫描加起来刚好600元、急
性腰扭伤推拿治疗82元，剩下的是药费271.67元。

记者和医生根据《杭州市医疗服务价格调整
明细表》给他算了一笔账：8月1日之后，正高级
专家号加收15元，磁共振扫描降低50元，急性腰
扭伤推拿治疗增加16元，总的费用将降低19元。

67岁的杜阿姨是位“资深”颈椎病患者，多年
来只要一发病就会到萧山中医院去针灸，每次上
医院她对自己要做哪些项目早已了然于胸。“普
通电针、微针针刺、拔罐。”她随口列数，竟与结算
单上的项目一字不差。

不过，8月份开始，她就得掏更多钱了，记者拿
着明细表跟她一起算了笔账，挂号费涨5元，普通
电针涨22元，微针针刺涨2.8元，拔罐（3罐/次）涨
3.2元，总计涨了33元。

另外，记者也发现，此轮价格调整后，6周岁
以下儿童的检查、护理费用会有所上升。其中，6
周岁及以下儿童的静脉采血和静脉穿刺置管术
在原价格基础上加收30%，这是因为，针对小朋
友的操作难度高于成年人，加收费用是为了更好
体现医护人员的工作价值。

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一次会议

今起 萧山9家医疗机构执行价格新政

■记者吴瑾熠通讯员沈利萍

本报讯 公积金贷款，是保障职工住房需求的重要方
式。记者从公积金萧山分中心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随着房地
产市场成交量增长，我区公积金贷款量随之猛增，共计为
2987户家庭发放贷款16.59亿元，放贷金额同比增长230%。
截至6月底，在贷累计数为28495户，贷款余额达115.61亿元
（含贴息贷款），在贷户数和在贷余额同比增长分别为19.17%
和26.55%。

申请人多了 贷款发放缩短了15天

相对商业贷款来说，公积金贷款的利率更低，向来是职
工购房贷款的首选。而今年，随着住房消费热度的回升和
公积金一体化政策运行，萧山申请公积金住房贷款的职工
越来越多。

特别是今年2月，我区分别在萧山中行、农行、农商银行开
展简化公积金贷款审批试点工作后，贷款办理时效显著提高，
从受理到发放，整个贷款过程从平均39天缩短至24天，公积
金流转周期缩短近一半。办理时效的提高，对萧山分中心贷款
发放的及时性要求也相应提高，资金缺口进一步放大。

如何缓解阶段性公积金贷款资金紧张压力？萧山分
中心以建制扩面为重点，调整落实贷款资金，有效保障职
工贷款和购房刚需。一方面，加强与杭州公积金管理中
心联系，积极争取资金支持，最大限度满足贷款发放需
求。另一方面，加强与相关业务部门的联系与沟通，及时
解决贷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达到提速增效的目的。此
外，完善信贷工作机制，规范各项业务操作规范及流程，
加强对委贷银行的业务培训与指导，为贷款职工提供优
质的服务。

新增建制职工3万多人 归集余额涨幅明显

“从去年6月开始，公司帮助职工缴存公积金，我在企业
打工五六年了，这是首次享受这样的福利。”市民小周说，收到
杭州公积金萧山分中心的短信提示是他最开心的事，“以后买
房用公积金贷款能享受优惠的政策利率，减轻还款压力。”

记者了解到，为有效满足职工住房消费需求，增加归集余
额，今年萧山分中心以建制扩面为重点，多平台开展制度宣传
活动。同时，对部分公积金未缴、少缴企业开展行政执法，推
动企业建立或扩大公积金建缴范围。今年上半年，全区新增
建制单位1453家，新增建制职工31946人，全区归集住房公
积金16.18亿元，提取住房公积金总额11.91亿元。至6月底，
归集余额达72.63亿元，缓解贷款发放压力。

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像“小周”那样，享受到了住房公积
金制度带来的福利。

上半年我区公积金贷款量猛增
同比增长230% 发放贷款逾16亿

曹卫在亘喜与GE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上讲话。

医疗服务费上涨 检查费下降 涉及940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