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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球心血管病介入会
议/经导管心血管病治疗大会，在
美国落下帷幕。来自陕西省人
民医院心内一科的朱舜明副主
任医师经过层层角逐，将备受瞩
目的年度最佳挑战病例桂冠摘
入囊中。

在经导管心血管病治疗大
会上，我省心血管病专家朱舜明
实施的FFR+IVUS指导下零造
影剂PCI（经皮冠脉介入治疗）病
例，在来自全球的千份优秀病例
中脱颖而出，成功问鼎本年度最
佳挑战病例，这为临床上对造影
剂过敏或严重肾功能不全合并
冠心病的患者，提供了有效治疗
的新策略。

经导管心血管病治疗大会，
是心血管介入治疗的旗帜和指

南更新的风向标。每年都有多
项全球大型临床试验结果公布，
同时，进行最佳挑战病例竞赛，
以表彰术者在心血管介入领域
所进行的创新与成就。本届大
会，吸引了全球约1.2万名心血
管介入专家前来参会，中国的参
会者超过600人，参赛的优秀病
例超过1000例。朱舜明团队获
奖的病例极具挑战性，即在一名
对造影剂严重过敏的患者中，联
用功能学指标—冠脉血流分数
储备及腔内影像学指标—血管
内超声进行指导，在未使用造影
剂的情况下，为患者成功进行介
入治疗。其挑战性、创新性、科
学性及医学人文性受到了在场
的国际专家们的高度评价。

朱舜明表示，PCI是改善冠

心病症状和预后的行之有效的
办法之一。进行PCI的时候，需
要常规使用含碘离子的造影剂，
而对临床上常见的对造影剂过
敏，或者严重肾功能不全合并冠
心病的患者，由于忌惮过敏反应
和肾功能损害，医生往往对这类
病人束手无策。近年来，随着血
管腔内影像学的发展，国内的一
些大型心脏中心已有在 IVUS指
导下，使用零造影剂或者极少量
造影剂进行 PCI 的病例报道。
但是，IVUS是腔内影像学工具，
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决定需不
需要植入支架的可靠指标。因
此，萌生了将评价冠脉缺血的生
理学金指标FFR和 IVUS联合应
用的想法，从而解决临床面临的
难题。 本报记者周萌芽

合阳县举行2018年
重点项目观摩活动

10月8日，合阳举行2018年第六次重
点项目观摩活动。全体县级领导及相关部
门、镇街主要负责人先后对城市人行天桥、
县文广服务中心、50万头生猪“云养殖”示
范项目等10个重点建设项目进行观摩。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县今年120个重
点项目已完成投资108亿元，占年度任务
的78%，其中19个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55亿元，已接近年度投资的90%，项目总
体进展顺利，取得了预期效果。

观摩中，合阳县县长邓宽社指出，下一
步，各级在项目建设中要“紧扣一个目标，
强化四个意识”。确保圆满完成年度项目
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任务，确保市对县观
摩和年度项目建设考核走在全市的前列；
同时要强化“项目为王”意识、时间进度意
识、配合服务意识和对标对表意识，结合年
度目标抓好当前工作，谋划来年项目，确保
明年各项工作能够早启动，实现“开门红”。

县委书记李县平强调，明年的项目一
定要抓早再抓早。各级要一手抓当前项
目，一手抓筹划、包装和争取明年项目，要
定好、定够盘子，确保总量、体量和数量都
到位；要把市对县观摩项目抓细再抓细，做
好直观和车观项目综合包装打造，确保通
过观摩看到合阳近年来项目建设的新变化
和新成效。 王娟 本报记者 马秀红

台湾顶级工艺
亮相西部茶博会

台湾顶级工艺10月11日在西安曲江
国际会展中心登场。表现设计、材质精美
的各式工艺茶器，变幻多端的陶瓷釉色包
含柴烧、青瓷、天目釉、矿石结晶釉，为茶席
增添艺趣的各式壶器以及融入自然风景的
简约茶具，随光影角度变幻万千的藏色天
目，兼具创意与实用的茶席器具，让观展者
爱不释手、纷纷点赞。

此次参展的台湾顶级工艺，秉持着
“手感工艺、温暖生活”的主轴，将享茶空间
搬入展场。以家的休憩空间为想象，搭配
茶席上质感精细的工艺器皿，及静谧优雅、
层次有致的蓝染茶挂背景，而茶艺师泡茶行
茶仪式贯穿整体茶空间，在展场一隅打造茶
香氤氲、舒适自在的生活空间；就像生活中
静心享受的，举目是充满手感温度、职人投
注意念创作的工艺品，而俯拾间品茶执起的
是符合人体使用的杯壶，细细品尝，萃取生
活时光点滴。

工艺中心主任许耿修表示，大众工艺
能量的酝酿，需要技术的延续、职人的培育、
美感的养成以及作品的行销推展，希望既让
大家体会到工艺的实用，又能感受其美。

本报记者余明

西安经开区举办
打击传销教育图片展

10月11日，西安经开区打击传销宣传
活动暨打击传销警示教育图片展启动仪式
在城市运动公园东广场举行。

此次活动的主题是“全民防范传销，
共建和谐经开”。宣传活动除在城市运动
公园设立主会场外，还在辖区8个社区和2
个学校共设立10个分会场。启动仪式现
场，各级负责人、辖区群众进行了“拒绝传
销·从我做起”签名活动。

近年来，西安经开区在打击非法传
销、创建“无传销城市”工作中，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省、市打击传销工作相关部署要
求，坚持“打、控、防、管、教”五位一体的打
击传销长效机制，加强宣传，全民参与，重
拳出击，精准打击，综合治理，使非法传销
活动得到有效遏制。从 2014 年 1 月至
2018年 8月，先后组织了 21次集中打击
行动，共出动警力（人员）3000余人次，端
掉传销窝点 896 个，抓获传销人员 1418
人，其中刑事拘留、移送司法机关175人，
教育遣散 1243人，极大地震慑了传销组
织和传销分子，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和经
济秩序。 本报记者周婷婷

国庆前夕，大唐陕西公司机
关党委利用“党员活动日”，组织
党员参观了公司“清风送廉、书
画传情”职工摄影书画艺术作品
展，并观看了《大会师》和《风云
1927之八七会议》两部优秀党史
教育电影。

本次活动是该公司机关党
委落实党建责任制考评整改要
求的重要举措。在首次“党员活
动日”组织集体活动，不仅为日
后支部自主开展活动提供了示
范，而且为深化“四新”本部建
设，掀起“大干四个月，实现两确
保”新高潮凝聚了力量。

此次摄影书画展览，结合
“纠四风、保落实、促赶超”主题，
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9周年暨改革开放 40周年，传
播廉政文化，弘扬清风正气。党
员们驻足观赏了一幅幅风格各
异、栩栩如生、意境深远的艺术
作品，纷纷拿出手机与自己喜欢
的作品合影留念。全体党员接
受廉洁文化的熏陶和感染，进行
了心灵的洗涤和净化，在思想上
产生了共鸣，受到了教育，纷纷
表示要坚定信念，廉洁自律，勤
政务实，敢于担当，为企业改革
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随后，党员集体前往电影院
观看了《大会师》和《风云 1927
之八七会议》。本次活动，广大
党员通过重温红色岁月、缅怀革
命先烈，进一步牢固了“四个意
识”，坚定了“四个自信”，增强了

“两个维护”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以更高的热情、昂扬的斗志，积
极投身“大干四个月，实现两确

保”工作中，为圆满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作贡献。P①
李青刘正良杨娜 图/刘正良

10月10日，由交通运输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
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
主办的 2018年中国技能大
赛——第十届全国交通运输
行业“捷安杯”城市轨道交通
职业技能竞赛西北赛区比赛
在西安交通工程学院轨道交
通综合实践基地开幕。

本次比赛共有新疆铁道
职业技术学院、兰州交大铁
道技术学院、甘肃林业职业
技术学院、陕西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西安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6
支代表队参加。比赛设有城
市轨道列车司机、城市轨道
交通行车值班员（信号）两个

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包括理
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部分。

开幕式上，陕西省交通
厅交通职业能力建设中心副
主任张天锋表示：举办此次
竞赛就是要选拔技术能手，
培育专业人才，弘扬工匠精
神，推动城轨进步，促进轨道
交通教育事业发展。他强
调，西安交通工程学院是一
所轨道交通类专业特色鲜明
的普通本科高校，希望各参
赛队在西交院通过竞赛学习
交流、切磋技艺，赛出风格、
赛出水平，充分展示学生的
职业技能水平和良好的精神
风貌。文/图 本报记者董涛

实习记者方苗蕊

10月 10日，西安国际港
务区举办庆祝首届中国农民
丰收节文艺大联欢活动，本次
活动以“丰收陆港美丽乡村”
为主题，300多位辖区内农民
齐聚一堂，共同庆祝首届中国
农民丰收节。

活动在一支欢快的《闹
丰收》鼓舞中拉开了帷幕，国
际港务区辖区街办农民自
编、自导、自演，融合戏曲、相
声、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于
一体的综艺联欢会，真正让
农民成为节日的主角。展示
了西安国际港务区新农村建
设的成就、农村基层精神文
明建设的硕果。

此次大联欢活动以“庆丰

收”“晒丰收”“赞丰收”三个篇
章为核心，既带有陆港元素又
充满浓郁的陆港乡村文化特
色，这台精彩纷呈、欢声笑语
的大联欢活动为西安国际港
务区庆祝首届中国农民丰收
节系列活动画上圆满的句号。

下一步，国际港务区将进
一步营造关心农业、关注农
村、关爱农民的良好社会氛
围，激励农民群众在“三农”事
业中积极作为，学先进、树典
型，充分发挥农民群众在“三
农”工作中的主体作用，推动
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有机融
合，全面提速国际港务区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

文/图本报记者周婷婷

全球经导管心血管病治疗大会召开

我省专家朱舜明获国际大奖

朱舜明在领奖台上

凝聚力量 弘扬正气
大唐陕西公司开展“党员活动日”活动

全国城市轨道交通
职业竞技西北赛区赛事启动

国际港务区
欢庆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党员参观职工摄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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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球心血管病介入会
议/经导管心血管病治疗大会，在
美国落下帷幕。来自陕西省人
民医院心内一科的朱舜明副主
任医师经过层层角逐，将备受瞩
目的年度最佳挑战病例桂冠摘
入囊中。

在经导管心血管病治疗大
会上，我省心血管病专家朱舜明
实施的FFR+IVUS指导下零造
影剂PCI（经皮冠脉介入治疗）病
例，在来自全球的千份优秀病例
中脱颖而出，成功问鼎本年度最
佳挑战病例，这为临床上对造影
剂过敏或严重肾功能不全合并
冠心病的患者，提供了有效治疗
的新策略。

经导管心血管病治疗大会，
是心血管介入治疗的旗帜和指

南更新的风向标。每年都有多
项全球大型临床试验结果公布，
同时，进行最佳挑战病例竞赛，
以表彰术者在心血管介入领域
所进行的创新与成就。本届大
会，吸引了全球约1.2万名心血
管介入专家前来参会，中国的参
会者超过600人，参赛的优秀病
例超过1000例。朱舜明团队获
奖的病例极具挑战性，即在一名
对造影剂严重过敏的患者中，联
用功能学指标—冠脉血流分数
储备及腔内影像学指标—血管
内超声进行指导，在未使用造影
剂的情况下，为患者成功进行介
入治疗。其挑战性、创新性、科
学性及医学人文性受到了在场
的国际专家们的高度评价。

朱舜明表示，PCI是改善冠

心病症状和预后的行之有效的
办法之一。进行PCI的时候，需
要常规使用含碘离子的造影剂，
而对临床上常见的对造影剂过
敏，或者严重肾功能不全合并冠
心病的患者，由于忌惮过敏反应
和肾功能损害，医生往往对这类
病人束手无策。近年来，随着血
管腔内影像学的发展，国内的一
些大型心脏中心已有在 IVUS指
导下，使用零造影剂或者极少量
造影剂进行 PCI 的病例报道。
但是，IVUS是腔内影像学工具，
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决定需不
需要植入支架的可靠指标。因
此，萌生了将评价冠脉缺血的生
理学金指标FFR和 IVUS联合应
用的想法，从而解决临床面临的
难题。 本报记者周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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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项目已完成投资108亿元，占年度任务
的78%，其中19个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55亿元，已接近年度投资的90%，项目总
体进展顺利，取得了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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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配合服务意识和对标对表意识，结合年
度目标抓好当前工作，谋划来年项目，确保
明年各项工作能够早启动，实现“开门红”。

县委书记李县平强调，明年的项目一
定要抓早再抓早。各级要一手抓当前项
目，一手抓筹划、包装和争取明年项目，要
定好、定够盘子，确保总量、体量和数量都
到位；要把市对县观摩项目抓细再抓细，做
好直观和车观项目综合包装打造，确保通
过观摩看到合阳近年来项目建设的新变化
和新成效。 王娟 本报记者 马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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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相西部茶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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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时光点滴。

工艺中心主任许耿修表示，大众工艺
能量的酝酿，需要技术的延续、职人的培育、
美感的养成以及作品的行销推展，希望既让
大家体会到工艺的实用，又能感受其美。

本报记者余明

西安经开区举办
打击传销教育图片展

10月11日，西安经开区打击传销宣传
活动暨打击传销警示教育图片展启动仪式
在城市运动公园东广场举行。

此次活动的主题是“全民防范传销，
共建和谐经开”。宣传活动除在城市运动
公园设立主会场外，还在辖区8个社区和2
个学校共设立10个分会场。启动仪式现
场，各级负责人、辖区群众进行了“拒绝传
销·从我做起”签名活动。

近年来，西安经开区在打击非法传
销、创建“无传销城市”工作中，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省、市打击传销工作相关部署要
求，坚持“打、控、防、管、教”五位一体的打
击传销长效机制，加强宣传，全民参与，重
拳出击，精准打击，综合治理，使非法传销
活动得到有效遏制。从 2014 年 1 月至
2018年 8月，先后组织了 21次集中打击
行动，共出动警力（人员）3000余人次，端
掉传销窝点 896 个，抓获传销人员 1418
人，其中刑事拘留、移送司法机关175人，
教育遣散 1243人，极大地震慑了传销组
织和传销分子，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和经
济秩序。 本报记者周婷婷

国庆前夕，大唐陕西公司机
关党委利用“党员活动日”，组织
党员参观了公司“清风送廉、书
画传情”职工摄影书画艺术作品
展，并观看了《大会师》和《风云
1927之八七会议》两部优秀党史
教育电影。

本次活动是该公司机关党
委落实党建责任制考评整改要
求的重要举措。在首次“党员活
动日”组织集体活动，不仅为日
后支部自主开展活动提供了示
范，而且为深化“四新”本部建
设，掀起“大干四个月，实现两确
保”新高潮凝聚了力量。

此次摄影书画展览，结合
“纠四风、保落实、促赶超”主题，
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9周年暨改革开放 40周年，传
播廉政文化，弘扬清风正气。党
员们驻足观赏了一幅幅风格各
异、栩栩如生、意境深远的艺术
作品，纷纷拿出手机与自己喜欢
的作品合影留念。全体党员接
受廉洁文化的熏陶和感染，进行
了心灵的洗涤和净化，在思想上
产生了共鸣，受到了教育，纷纷
表示要坚定信念，廉洁自律，勤
政务实，敢于担当，为企业改革
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随后，党员集体前往电影院
观看了《大会师》和《风云 1927
之八七会议》。本次活动，广大
党员通过重温红色岁月、缅怀革
命先烈，进一步牢固了“四个意
识”，坚定了“四个自信”，增强了

“两个维护”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以更高的热情、昂扬的斗志，积
极投身“大干四个月，实现两确

保”工作中，为圆满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作贡献。P①
李青刘正良杨娜 图/刘正良

10月10日，由交通运输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
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
主办的 2018年中国技能大
赛——第十届全国交通运输
行业“捷安杯”城市轨道交通
职业技能竞赛西北赛区比赛
在西安交通工程学院轨道交
通综合实践基地开幕。

本次比赛共有新疆铁道
职业技术学院、兰州交大铁
道技术学院、甘肃林业职业
技术学院、陕西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西安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6
支代表队参加。比赛设有城
市轨道列车司机、城市轨道
交通行车值班员（信号）两个

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包括理
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部分。

开幕式上，陕西省交通
厅交通职业能力建设中心副
主任张天锋表示：举办此次
竞赛就是要选拔技术能手，
培育专业人才，弘扬工匠精
神，推动城轨进步，促进轨道
交通教育事业发展。他强
调，西安交通工程学院是一
所轨道交通类专业特色鲜明
的普通本科高校，希望各参
赛队在西交院通过竞赛学习
交流、切磋技艺，赛出风格、
赛出水平，充分展示学生的
职业技能水平和良好的精神
风貌。文/图 本报记者董涛

实习记者方苗蕊

10月 10日，西安国际港
务区举办庆祝首届中国农民
丰收节文艺大联欢活动，本次
活动以“丰收陆港美丽乡村”
为主题，300多位辖区内农民
齐聚一堂，共同庆祝首届中国
农民丰收节。

活动在一支欢快的《闹
丰收》鼓舞中拉开了帷幕，国
际港务区辖区街办农民自
编、自导、自演，融合戏曲、相
声、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于
一体的综艺联欢会，真正让
农民成为节日的主角。展示
了西安国际港务区新农村建
设的成就、农村基层精神文
明建设的硕果。

此次大联欢活动以“庆丰

收”“晒丰收”“赞丰收”三个篇
章为核心，既带有陆港元素又
充满浓郁的陆港乡村文化特
色，这台精彩纷呈、欢声笑语
的大联欢活动为西安国际港
务区庆祝首届中国农民丰收
节系列活动画上圆满的句号。

下一步，国际港务区将进
一步营造关心农业、关注农
村、关爱农民的良好社会氛
围，激励农民群众在“三农”事
业中积极作为，学先进、树典
型，充分发挥农民群众在“三
农”工作中的主体作用，推动
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有机融
合，全面提速国际港务区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

文/图本报记者周婷婷

全球经导管心血管病治疗大会召开

我省专家朱舜明获国际大奖

朱舜明在领奖台上

凝聚力量 弘扬正气
大唐陕西公司开展“党员活动日”活动

全国城市轨道交通
职业竞技西北赛区赛事启动

国际港务区
欢庆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党员参观职工摄影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