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挂同一个专家的门诊号

本部要等2个月 分院当天就能看

为有效利用医疗资源，华西医院上锦分院通过商报向市民提供专家门诊预约号

分院冷

提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不少市民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一号难求”。因为人流量太大，挂号、检查

排队，就连坐电梯也要排队。而相对于位于国学巷的本部而言，去华西医院分院看病，就会轻松很多。昨

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分院（下称“上锦分院”）获悉，很多专家号，在华西医院本

部已预约到了2个月后，可到了上锦分院，许多都能当场挂上。

本部热

核心

提示

昨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中小

微实体经济企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措施》（以

下简称《措施》），提出22条措施加强四川中

小微企业的发展。

各地、 各部门年度政府采购项目和政府

投资项目预算总额30%的份额，专门面向中小

微企业采购。 四川还将减轻中小微企业在用

电、物流等成本负担。《措施》专门提出，四川

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或事业单位向企业的借款

或占用资金，必须在2014年底以前归还到位。

企业主持制定国家标准

政府补助50万

《措施》提出，四川对企业承接高校、科研

机构且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具有有效职务

发明专利的科技成果在省内成功实施转化的，

根据产出效率，按企业购买研发服务合同交易

额的10%以内给予补助或贷款贴息支持，最高

不超过100万元。

另外， 四川对企业研发并取得自主知识

产权、价值在100万元以上且具有产业化前景

的省内首台（套）装备应用产品，一次性给予

购买应用单位20%、 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补

助。对国内首台（套）装备应用产品，四川将

给予一次性给予购买应用单位30%、最高不超

过300万元的补助。 而对于对企业主持国际、

国家、行业标准制定的，分别给予100万元、50

万元、30万元的补助。对参与制定、主持修订

及参与修订上述各级标准的， 按同类标准制

定补助额度的60%、50%、30%给予补助。

政府采购、投资预算

3成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

四川将制定四川省地方名优产品推荐目

录，在预算资金安排上鼓励各级机关、事业单

位、行业系统、国有企业优先采购、购买省内

产品。各地、各部门年度政府采购项目和政府

投资项目预算总额30%的份额，专门面向中小

微企业采购。

在政府采购评审中， 对同质同价情况下

全部使用省内产品的投标单位， 在评标环节

予以优先考虑， 对小微企业产品可视不同行

业情况给予6%~10%的价格扣除。同时，鼓励

小微企业与大中型企业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

采购投标， 其中小微企业占联合体份额达到

30%以上的可给予联合体2%~3%的价格扣除。

四川将依法设立四川省中小企业发展基

金，有条件的市（州）和扩权试点县（市）可

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政府向企业借款

年底前必须归还到位

四川还将着力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

问题。《措施》提出，四川将健全风险补偿机

制，将设立小微企业信用贷款风险补偿金，对

银行类金融机构发放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产生

的贷款损失给予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同时，

四川将争取国家支持， 建立省级再担保专项

资金，对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予以支持。

为了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 四川还要求各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防止“一刀切”式的抽贷、停

贷、压贷。在中小微企业的减负方面，《措施》提

出，对四川省重点产业园区实施直购电试点，对

试点园区供电设施基本电费进行补助。对正常

装载、合法运输车辆的高速公路通行费，四川将

按计重收费标准实行20%以上的优惠。

另外， 四川严格禁止地方和部门以任何

方式征收企业“过头税”，严格控制涉及企业

的各类会议等活动， 禁止摊派企业参加各种

展会。《措施》特别指出，四川省各级政府及

其部门或事业单位向企业的借款或占用资

金，必须在2014年底以前归还到位。

成都商报记者 祝迅

今日还剩少量余票， 欢迎家长们继续

踊跃报名。文女士昨日抢到了夏虹老师讲座

的5个名额。她称，不仅自己要去，还要给娃娃

班上的几个同学家长也抢一份。25岁小伙林

立岗不是家长， 却也抢走了康永邦校长讲座

的名额。他称，自己虽然尚未为人父母，但他

将要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希望能取取经，学

习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

报 名 方 式 ： 拨 打 成 都 商 报 热 线

86613333-1

（

9:00～17:00

）或在成都商报

手机客户端的活动频道找到 “百名名师进

社区，速来点播”活动页面，报名参与现场

讲座，报满为止。

讲 座 信 息

主讲名师：夏虹，全国优秀教师、四川省

语文特级教师、四川省十佳“中小学榜

样教师”、成都市教育专家

开讲地点：高新区桂溪街道和平社区

讲座主题

:

耐心陪伴孩子

,

守望孩子成长

讲座时间：

18

日下午

3:00

主讲名师：康永邦，四川省数学特级教师、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校长

开讲地点：桃蹊路街道桃源社区

讲座主题： 当前家庭教育最重要是做

好哪三件事

讲座时间：

18

日下午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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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都能在分院现场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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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余文龙）

昨日，成

都商报报道了成都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简称“职保”）、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简称“居保”）转移接续的办法，广

受读者关注， 近50名读者打进成都商报

热线电话咨询。今天上午10时～11时，成

都市社保局专职人员将值守成都商报热

线电话028-86613333-1，将回答昨日来

电读者关心的问题， 并接听新的咨询电

话，为参保人员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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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市民担心“歪”医生、设备不好，昨日下

午3时，成都商报记者带着问题来到了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上锦分院，记者注意到，这里设备

先进、床铺崭新、病房宽敞。不过，在门诊挂号

处，只有三四人排队。

“上锦分院相当于华西医院的缩小版，

华西医院部分知名专家、 教授轮流坐诊、查

房、手术。”对于市民的担心，上锦分院工作

人员认为这都是多余的， 上锦分院硬件设施

按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标准进行设计配置，

目前开放床位近1200张，上锦分院所有制度、

标准、 规范、 流程均与华西医院本部保持一

致， 所有从业人员， 包括医技护专业技术人

员、 行政后勤人员全是由华西医院选派的

“精兵强将”，均属于“华西原装”。

“部分在本部看病的病人，都会安排至

上锦分院住院。上锦分院目前40%～50%的床

位， 住的都是在本部就医后到分院手术或住

院治疗的病人。”工作人员称，上锦分院的床

位还是比较紧张。 就门诊而言， 一些热门科

室，比如消化内科、骨科，仍然比较“火爆”。

但部分科室的专家号，确实存在本部热、分院

冷的情况。 整体而言， 在华西本部挂不上的

号，50%都能在上锦分院现场挂上。

宁可排上好几个月，也要在国学巷的华

西医院本部看病。病人们如此迷恋本部，这究

竟为啥？成都商报记者在华西医院本部随机

询问了20名就诊市民。其中，有5名来自外地

的患者，称不知道华西医院有分院，如果医生

一样，不用排队，他们会选择去上锦分院。

“害怕去分院遇到‘歪’医生，设备不

好，治不好病。”采访中，市民张女士称不去

分院是有所担心， 虽知道华西医院有分院，

但她不知道本部的医生也会在分院坐诊。如

果是同样的医生， 她会考虑去分院看病。包

括张女士在内，有8位市民有类似的想法。

这20名就诊市民中， 有4人认为即便本

部和分院是同样的医生， 设备设施都一样，

但国学巷的华西医院本部历史悠久，来这里

看病感觉心里要踏实些，更有安全感。

此外，有3名市民则认为，分院太远，国

学巷在城区，看病方便一些。

新浪微博大V@罩得住他爸 是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教授、博士

生导师赵宇，通常周一、周二都会在上锦分

院坐诊。在他看来，去华西医院本部看诊的

市民，确实要比上锦分院的多。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是看诊人数较多的

一个科室，赵宇介绍，在本部坐诊，他的门诊

号是每半天35个号， 还有许多病人要求加

号。而在上锦分院，他每半天的门诊号为25

个，有时需要加号，有时则不需要加号。如果

病人去本部看病，通常需要提前一两个月预

约。不过，如果预约去上锦分院看诊，就算在

看病旺季的暑期，一般提前一周就能预约上

门诊号。而在看病淡季，比如10月、11月份，

通常到上锦分院都能直接挂上号。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宣传部部长廖志

林在微博中也谈及，同是华西医院一级专

家，总部号预约到2个月以后，该专家在上

锦分院坐门诊接待病人，最少的一天才看6

个病人。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科技

局、 市财政局联合召开的全市创新驱动

发展———科技金融工作专题会上获悉，

成都日前已正式出台有关风险补偿资金

池和天使投资引导资金的管理办法，并

投入2亿元首次设立 “成都市科技创业

天使投资引导资金”， 以及成立成都首

支基金规模达1亿元的引导性参股基金。

天使投资引导资金

撬动社会资本

昨日会上， 成都正式建立了2亿元的

天使投资引导资金， 通过引导性参股、跟

进投资， 联合创业投资机构对初创期、种

子期科技型企业进行共同投资。根据日前

出台的《成都市科技创业天使投资引导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天使投资引导资金

是以财政资金为主设立的不以营利为目

的的政策性资金，其资金来源于市级应用

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拨款。其使用运作方

式，一是引导性参股，二是跟进投资。

其中，引导性参股是指天使投资引导

资金以有限合伙人形式联合创业投资企

业、创业投资管理企业、具有投资功能的中

小企业服务机构等创业投资机构共同出资

设立天使投资基金， 并在约定的期限内退

出，通过天使投资基金投资我市初创期、种

子期的科技型企业。 跟进投资则是指成都

生产力中心与创业投资机构签署合作协

议，在协议约定的投资金额内，天使投资引

导资金对合作机构选定投资的初创期、种

子期科技型企业进行共同投资。

成都市新出台的办法规定， 天使投

资引导资金参股4年内退出的，退出价格

为天使投资引导资金原始投资额；参股4

年以上6年以内退出的，退出价格为天使

投资引导资金原始投资额及从第5年起

按照转让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1年期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参股满6

年仍未退出的， 与其他出资人同股同权

在存续期满后清算退出。

昨日会上， 成都生产力促进中心出

资1000万元天使投资引导资金， 联合技

术转移集团、 盈创动力等创投机构发起

成立了第一支引导性参股基金———成都

盈创新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基金规模1

亿元，撬动社会资本9000万元，财政资金

放大比例达到10倍。

债权融资风险资金池

已达22亿元

同时，成都日前还正式出台《成都

市市级科技企业债权融资风险补偿资金

池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建立企业债权

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池资金， 引导成都行

政区域内的投资机构、有条件的区（市）

县政府、融资性担保机构（以下简称担

保机构）等金融机构合作共建科技企业

债权融资资金池， 鼓励和支持银行面向

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

款、股权质押贷款和信用贷款。

目前，成都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已通

过设立1亿元的债权融资风险补偿资金，

引导银行机构、担保公司以及区（市）县

合作， 共建了资金规模达到22亿元的科

技企业债权融资风险资金池， 开发出

“科创贷”系列融资产品，财政资金放大

比例超过20倍。

新出台的“资金池资金管理办法”

规定， 当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生贷款逾

期损失时， 对合作银行给予贷款损失补

贴。另外，针对轻资产、信用记录缺失但

具备成长潜力和爆发力的科技型中小微

企业，通过财政资金的风险补偿和增信，

鼓励银行对其实施无抵押信用贷款。根

据《资金池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同一企

业一年内累计贷款金额最高可达1000万

元。目前，全市已有16家科技企业总计获

得了合作银行6000多万元的贷款。

成都商报记者 祝楚华

六成不知在分院也坐诊

两成害怕医生“歪”

上锦分院

是“华西原装”

下周起

商报帮您预约

华西专家号

接下来，拨打成都商

报热线，可帮您预约华西

上锦分院每位医生的门

诊号。 具体预约方法，请

关注商报接下来的报道。

上锦分院

怎么走？

听名师教你怎样让娃娃爱上语文

“百名名师进社区”第二站明日正式开讲 今日最后一天抢票

四川政府采购、投资预算 3成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

四川省出台22条措施助力中小微企业，车辆高速路通行费享20%以上优惠

■

■

五种选择 居保随时可转职保

追踪

今日10:00～11:00

打商报热线86613333-1

社保局为您

解读养老保险

投入2亿元

成都首设

天使投资引导资金

明日下午，“百名名师进社区” 第二站就

要开讲啦！金苹果公学语文特级教师、教育专

家夏虹将在明日下午3点走进高新区桂溪街道

和平社区，拿出自己多年的语文特级教师的教

书经验，给出学好语文的指导方法，教家长怎

样让孩子爱上语文、爱上阅读。电子科技大学

附属实验小学的校长康永邦也将于明日下午3

点，走进桃蹊路街道桃源社区，与社区居民们

分享当前家庭教育中家长最需要做的三件事。

今日，本报提前“剧透”部分讲座内容，

以飨读者。

语文特级教师、成都市教育专家夏虹

怎样学好语文：爱上阅读 爱上旅游

从教29年来，夏虹上过各年级各种课型的

研究课。明日下午，这位集“全国优秀教师、四

川省特级教师、 四川省十佳 ‘中小学榜样教

师’”荣誉于一身的成都市教育专家，将同家

长们分享怎样学好小学语文、如何克服小学生

阅读和写作难等家长关注的问题，还将跟家长

分享如何管理和使用好电子产品等热门话题。

学好语文，夏虹支的招是“爱上阅读，爱

上旅游”，对于课外阅读，夏虹推崇亲子阅读，

鼓励家长和孩子共同交流和分享。 预习和巩

固时，夏虹提出要“有声朗读，质疑问难，查找

资料，听写默写（词语、句子、古诗）”。对于很

多孩子畏难的作文，夏虹表示，其实孩子天生

具有语言能力，从说话到书面表达，从简单的

字词句通顺到直抒胸意， 这些都需要孩子们

的课外积累，这种课外积累不仅指课外阅读，

更需要孩子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

在夏虹看来，很多孩子的差距，其实在幼

儿期就埋下了种子。对于幼儿教育大人可能存

在误区。比如幼儿期本来是一个开发智能的过

程，但由于家长的急功近利或者幼儿园办学理

念的错位， 导致某些幼儿园轻视幼儿教育，使

幼教学习小学化。如引过多的知识且讲得太凝

重了，让娃娃对读书有了畏难情绪，导致孩子

进入小学后，有吃老本的心态，反而影响学习。

在幼儿园阶段以及小学低年级段，家长应当注

重培养孩子专注学习、善于观察、善于思考、积

极主动地表达、动手能力等非智力因素。

电子科大附小校长、数学特级教师康永邦

家庭教育中，三件事最重要

“你们肯定要问我，哪三件事？”，康校长

笑了笑称，自己不妨提前告诉大家，娃娃的身

体好、 情商高、 学习能力强这三件事情最重

要。“注意，顺序不能错乱”，在他的观点里，

身体健康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而其次，孩子

多情商，即与人交往的能力，以及学习的能力

都是家长在家庭教育过程中要下狠功夫的重

要问题。在教育者的岗位上，康永邦已经稳稳

站了30年。作为数学特级教师，他有着丰富的

一线教学经验，曾让无数“老大难”的娃娃从

差生到爱上数学。 而在这位校长的育人经验

中， 家庭教育才是娃娃成长过程中最能对其

产生影响的教育。

“之所以是这三件事，因为当下社会大多

娃娃们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不小的问题”，康

永邦称，这三项正是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质量面

临的突出问题。首先，我国7至18岁儿童的肥胖

率日趋增长，超过了安全临界点；学生的心理、

情感素质也不乐观，自闭严重，青少年犯罪率

也有上升趋势；而在学习能力这一点上，中国

孩子的计算能力和想象力、 创造力都不乐观。

康永邦认为，在小学阶段，升学压力已不重，家

长们更应多花精力，培养娃娃的能力与素质。

“提高孩子与人交往的能力，主要是看家

长要怎样做给孩子看，让孩子去模仿”，康永

邦称， 孩子情感上最初的启蒙是由家长带给

的，家长的交流、表达情感、情绪的方式，会直

接影响孩子；而在小学阶段，提高孩子的学习

能力主要是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 让孩子养

成举一反三的能力，而不是功利地追求成绩。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杜玉飞

永兴镇拆迁办原副主任杨真荣

涉嫌贪污犯罪被立案侦查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检察

院网站获悉，近日，天府新区永兴镇拆迁

办原副主任杨真荣等4人均因涉嫌贪污

犯罪被立案查办。9月30日， 经成都市检

察院决定，依法对杨真荣逮捕。目前，该

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同时， 因涉嫌贪污犯罪被立案查办

的还包括： 天府新区永兴镇红花村村民

委员会原支部书记贾良芳； 红花村村民

委员会原支部书记刘书云； 红花村村民

委员会原委员兼会计袁仕明。

成检宣 成都商报记者 孙兆云

16

日上锦分院就诊人员明显比华西医院本部少

16

日，来上锦分院就诊的人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上锦分院位于高新西区

尚锦路253号。沿金牛大

道驶出绕城高速，遇尚锦

路左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