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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今 ?广东日

实际上，佛山协同中心的建立，
既是对佛山市一医院实力的肯定，
也为医院开启新征程提供了绝佳平
台。据了解，近年来，佛山市一医院
多次加大科技研发投入，获国家技
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6项。医院拥有广东省重点
学（专）科17个，是国家心脏死亡捐
献器官移植医院、全国血液透析管
理示范中心、全国健康管理示范中
心等。医院2017年开展的胰岛移
植技术填补了广东省空白。

一边是精益求精的学科建设，
一边是持之以恒地追求更贴心更

便民的诊疗服务。佛山市第一人
民医院从2016~2018年连续三年
获得广东省公立医院第三方满意
度测评第一名。医院通过“门诊客
户服务中心”和“一站式”投诉管
理系统，推出多种便民利民措施，
推广多种预约挂号方式。同时，打
破传统按专科固定床位编制的管
理模式，实现“一床式”病区床位综
合管理，提升患者体验的满意度。
患者从走进医院大门的一刻起，直
至成功治愈走出医院，其中每一步
都有来自医院的贴心服务。

“医院在建院139年的历史中
经受了无数考验，但是我们始终

坚持关爱患者、关爱员工的原则，
在保障佛山人民医疗健康的同
时，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加强服务
创新、体质创新、管理创新等等。”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陈国强
表示，接下来，佛山市第一人民医
院将进一步完善自身医疗服务体
系，提供多层次医疗服务，满足不
同社会人群的医疗服务需求；完
善治疗体系，加快购入全球最先
进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解决平
常微创手术中难以解决的难题，
提高医生微创手术质量；积极推
进佛山质子中心建设，引进质子
放疗技术，提升肿瘤治疗水平等。

曾经的佛山现代医学启蒙地，如今的公共卫生“中流砥柱”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百年名院续写“佛山传奇”文/周哲 张闻 孙凯

1881年，当佛山市第一人
民医院（下简称“佛山市一医
院”）的前身——广济医局在永
福街创立时，创立者或许未曾
想到，这座由教堂改建成的诊
所不但延续了139年，更成为
佛山现代医学的开端和佛山公
共卫生领域的“中流砥柱”。

如今，后继者们交出了一
份又一份不负众望的答卷：在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坚持作
战，不但肩负着新冠肺炎重症
患者定点收治医院的职责，更
派出精兵强将驰援湖北，谱写
出一个又一个救死扶伤的故
事。而与其仁爱普济之心相
匹配的是，在2020年新中国
建立后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的

“国考”中，佛山市一医院取
得了836.6分的好成绩，排名
全国第34位，广东省第二名。

成绩数不胜数，11月11日，
佛山市一医院迎来了自己139
周岁的生日。在“生日宴”上，佛
山市一医院与广州呼吸健康研
究院签署协议，正式建立国家呼
吸医学中心佛山中心。百年名
院，将要继续书写它在佛山大医
精诚的传奇故事。

作为佛山历史最悠久的现
代医院，佛山市一医院从成立
起，就肩负着别样的历史使命。

据史料记载，清朝光绪七年
（1881年）4月，一位叫查尔斯?云
仁(Charles.wenyon)的英国惠师
礼教会传教士在佛山永兴街福
音堂开办诊所，并于当年 10月
14日在缸瓦栏一间大货仓内创
办“广济医局”。“广济医局”不但
是佛山第一家西医院，亦是近代
中国最早的西医院之一。

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
济医局更名为“佛山西医院”。
在救死扶伤的同时，为佛山现代
医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突出贡
献。1949年6月，该院迎来首任

中国人院长——著名热带病学
家伍学宗，翻开了新的一页，并
于1984年正式更名为佛山市第
一人民医院。

时光如梭，百年变局中，佛山
市一医院数度变迁，但医院“救死
扶伤、诚信关爱”的宗旨始终未曾
改变。据统计，在国家公共卫生
领域经受的历次考验中，佛山市
一医院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先
后在抗击非典、抗击手足口病、抗
震救灾、抗击甲流等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中做出重要贡献。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时，佛
山市一医院作为全市新冠肺炎重
症患者定点收治医院。医护人员
不但在一线与病毒“生死搏斗”，

更踊跃驰援湖北。栾晓军、叶丽、
何芳、李静如、李绍颜……一个个
白衣天使的名字，滋润着湖北新
冠肺炎患者的心田。

医学是科学，医者仁心更需
要医学技术的进步。而这更是佛
山市一医院的“强项”。1991
年,佛山市一医院荣获全国首
批、广东省首家三级甲等医院，
2015年更率先成为广东省首家
通过“三甲复评”的综合性医院。
2020年，在新中国建立后全国三
级公立医院的第一次“国考”中，
佛山市一医院在全国2398间三
级公立医院中排名第34位,广
东省第二名。佛山这家“百年名
院”以优异的成绩“惊艳出场”。

11月11日，佛山市第一人民
医院正式迎来了它 139周岁生
日，医院领导班子更准备了一份
特殊的“生日礼物”——在当天上
午举行的纪念佛山市第一人民医
院成立139周年暨科技创新大会
上，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正式签
署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佛山中心协
议。佛山市一医院将与广州呼吸
健康研究院合作，构建国家呼吸
医学中心佛山协同中心。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历史
悠久，多年来在学科建设、临床研
究、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取得了
长足进步。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在呼吸学科研究的众多领
域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双方此次
合作将更好地服务广大佛山市
民。”11月11日上午，国家呼吸中

心佛山协同中心协议正式签署，
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何建行在签署仪式上表达了希望
双方友好合作的愿景。

据介绍，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通过与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合作，在
佛山建立协同中心。中心将着重
开展呼吸重症以及呼吸系统传染
性疾病防治相关的基础和临床研
究、精准诊断技术、呼吸支持技术、
肺脏介入技术、肺移植及围手术期
管理、人工肺脏替代技术、肺癌手
术的微创化和快速康复等，填补佛
山市高端医疗服务领域空白。

佛山市一医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佛山协同中
心的构建将整合钟南山院士工作
站、呼吸重症监护病房RICU、胸部
微创与外科手术中心、呼吸与肺结

节一站式门诊诊疗中心9大平台的
建设。目前，呼吸与肺结节诊疗中
心首先建成，中心整合了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胸外科、头颈胸肿瘤内
科、胸腹放疗科。中心除整合上述
专科诊室，还包含了肺功能室、睡眠
及无创通气室、多学科讨论及远程
会诊中心及临床药物研究室等，一
站式解决复杂疑难疾病。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面对
疫情的防控和人民群众对呼吸健
康的重视，佛山协同中心的建立
也意味着市民可以在家门口享受
到呼吸领域的高端医疗服务。”佛
山市一医院党委书记刘永耀表
示，作为佛山公共卫生领域的“中
流砥柱”，佛山市一医院全体同仁
将为佛山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建设
作出“市一贡献”。

百年名院的“佛山故事”

在呼吸健康领域做出“市一贡献”

继续担任佛山卫生领域“中流砥柱”

签约仪式现场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在手术中

羊城晚报讯 记者彭纪宁，通
讯员谭耀广、梁永超报道：今天
是陈垣诞辰140周年。为了纪念
这位从江门走出的世界级学者，
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国家图书
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
所主办的陈垣先生诞辰140周年
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
学举行。

“南北二陈”笔谈研
史传美谈

陈垣原藉蓬江区(原新会)人，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教育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6
岁时随父移居广州，读私塾，习四
书五经。13岁始读张之洞的《书
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从此走上自学成才的道路。1913
年3月，陈垣离开广州到北京参加
第一次国会会议，从此开始弃医
从政，并定居北京。

1923年，陈垣对当时混乱的
军阀政治极度失望，从此弃政从
史，开始了他的掌教治学生涯。
陈垣先生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
学、北平师范大学的不同场合多
次说过：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
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
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
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来！

“南北二陈”中的“南陈”陈
寅恪和“北陈”陈垣却进行过一
次笔谈，传为佳话。当时陈垣在
校对沈刻《元典章》时，发现在
《元史》等书中多次出现的不忽
木其人，在《元典章》中独作不忽

术。陈垣校勘严谨，在没有充足
的证据之前，不敢轻易下结论到
底是“不忽木”还是“不忽术”。

他想到了通晓中西、古今多
种文字的陈寅恪，于是向陈寅恪
请教。二人一来一往，笔谈了12
个回合。而两人相处一室，何以
要用笔谈？从笔谈的内容可知，
它牵涉到许多专门名词，除口谈
之外，还需要借助笔谈。因此，
他们“二陈并书”，为后辈留下了
一份珍贵的文献。

所藏书籍书画文物
皆捐国家

1928年7月至1929年5月，
陈垣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筹备委员
会委员，实际主持馆务。1929年8
月至1937年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委
员会委员、购书委员会委员，其中
1929年10月至1930年10月任国
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

抗日战争期间，陈垣坚守在
北平辅仁大学，一面对学生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为国家保留读书
种子；一面以书斋作战场，以纸
笔为武器，杜门谢客，潜心研究，
撰写七部著作。

全国解放前夕，陈垣多次拒
绝国民党政府接其南下的邀请，
坚定地留在了北平。1951年 11
月1日，陈垣参加在怀仁堂举行的
国宴，与毛泽东主席同席。毛主
席向人介绍说：“这是陈垣先生，
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陈垣是医学史研究的开创人
之一、宗教史研究的开拓者、中
国历史文献学的奠基者、对元史
研究有杰出贡献。陈垣执教生涯
70余载，先后教过蒙馆、小学、中
学、大学，任大学校长46年，是中
国杰出的教育家。

1971年6月21日，陈垣病逝
于北京医院，享年91岁。生前，
陈垣立下遗嘱，将四万元稿费作
为党费上交，所藏四万余册书籍
以及千余件书画文物等全部捐献
国家。陈垣藏书现收藏于国家图
书馆。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远景图

深圳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加速企业复苏，激发市场活力，今年前八月

新增减税新增减税降费降费628628亿元亿元
“国宝”陈垣：
从江门走出的世界级学者

——陈垣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天军，通
讯员庄楚锐、李驰摄影报道：10
日，深圳市税务局开展“十四五税
收改革发展开新篇”专题集中采
访活动。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今
年以来，深圳市税务局将落实减
税降费政策作为“一号工程”，全
面推进税收工作。1至8月，全市
新增减税降费累计627.98亿元。

一颗小小的信号链芯片，可
以快速将温度、压力、声音等自然
界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形式，驱
动众多电子产品运转……11月
10日，记者走进芯海科技（深圳）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海科
技”）发现，税收优惠政策为高新

企业持续投入研发增加了底气。
芯海科技财务负责人谭兰

兰介绍，近三年，该公司累计享
受减免税额近 880万元，享受企
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额
接近 8400万元，省下来的资金
有利于企业投入研发，增强抵抗
风险的能力。疫情防控期间，该
公司的业绩不降反升。今年上
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比去
年同期增长68.88%。

深圳市博乐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也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受益者。
11月 10日，记者走进该公司发
现，展厅里陈列着大大小小的显
示屏，呈现着该公司的发展成果

和创新亮点。现场专业人员还向
记者展示了 AR互动一体机“引
力透镜”的识别换装和实时互动
功能。该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
李恩祥介绍，近年来，该公司享受
了增值税小微企业税收减免政
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
其中，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一项
减免的金额就达348万元。

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实，加速
了企业复苏，激发了市场活力，为
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了动
能。深圳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前三季度，深圳 GDP同
比增长2.6%，增速位居全国一线
城市之首。

陈垣旧照

税收优惠政策为高新企业持续投入研发增加了底气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供图

(上接A2）
习近平总书记时刻惦记着科

技创新，也一直关心着张江科学城
的发展。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到张
江科学城考察调研时强调，要增强
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
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

“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中发挥重大作用。

2019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
书记再次提到张江科学城：“上海
张江活力四射”。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
浦东建设上海全球科创中心核心承
载区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方面，瞄准基础研究、原始
创新，浦东新区已明确，到2025年
建成10个大科学设施，形成世界一
流大科学设施集群。依托上海光
源、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等
大科学设施，把张江科学城打造成
全球综合能力最强的光子科学中
心。

另一方面，聚焦“临门一脚”，浦
东加速培育“中国芯”“创新药”“蓝
天梦”等六个“千亿级”硬核产业。

仅以集成电路为例，浦东已成
为“中国芯”产业最集中、综合技术
水平最高、产业链最为完整的地
区，2019年全区集成电路产业规模
超过 1200亿元，占上海 71.5%、全
国16.1%。

三十而立再出发
黄浦江一路蜿蜒，汇入滔滔长

江，融入茫茫东海。浦东开发开放，
不仅要助推上海改革创新，更要对
长三角和全国起到辐射带动作用。

2020年8月，在安徽合肥召开
的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支持
浦东在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高
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强配置全球资
源能力、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
等方面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创造
经验，对上海以及长三角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乃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具有战略意义。

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国家战略
的旗帜下继续承担改革新试点
——

浦东开发开放，本身就是一
项跨世纪的国家战略。2018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时，交给上海三项新
的重大任务。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穿于三
项重大任务中。

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
片区，很大一部分区域就在浦东。
秉持“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
战”的攻坚精神，今年前三季度，临
港新片区产业投资完成 202.3亿
元，同比增长52.2%，实现“逆风而
行”。从去年揭牌到今年 10月中

旬，临港新片区共计签约项目410
个，涉及总投资额逾2800亿元。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
并试点注册制，从地理上看也属于
浦东。截至今年10月30日，科创
板已上市公司达到191家，总市值
逾 2.9万亿元。其中，浦东科创板
已上市企业16家，占上海的51%。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上海发挥
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扬所长。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三省一市都要
拉长长板、贡献长板。浦东就是上
海最大的长板。包括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在内，集聚在
浦东的金融要素市场和基础设施达
到13家。浦东的功能、市场、平台，
将有力辐射带动长三角区域发展。

一流城市一流治理，在新发展
阶段贡献城市治理新样本——

新发展阶段之“新”，就在于这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
段。如何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是新发展阶段的必答题。

从商务楼宇到产业园区，从教
育卫生到基础设施，近日浦东“金
色中环发展带”重点项目举行集中
开工仪式，总投资约400亿元。

“金色中环”，是浦东实施“倍
增计划”的重要抓手。2020年，全
力实施产业能级、项目投资、功能
优势、土地效益、服务效能“五大倍
增行动”，推动浦东经济总量向2万
亿元迈进。面向“十四五”，浦东勾

勒了新的发展蓝图。
高质量发展不局限于经济领

域。把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和城市
治理统筹推进、系统集成，浦东正
在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治理现代
化之路。

智治是浦东的特色。走进浦东
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大屏幕上实时
跳动当日的城市运行“体征”，如垃
圾分类、机场客流、河道污染等。
分布在全区的近4万个物联感知设
备，犹如神经元系统一般，将各类
数据源源不断回传“城市大脑”。

“我们在联洋社区安装地磁感
应后，一有车辆堵在消防通道，系
统就会发出提示，有效打通了小区
的‘生命通道’。”浦东城运中心的
工作人员介绍。城市管理难点在
哪，百姓关注点在哪，城市大脑的
探索就到哪。

善治是浦东的底色。新版社
保卡申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缴费……在浦东，百姓日常需要办
理的 212个事项，都可以在“家门
口”办理。通过配备高拍仪、读卡
器、扫描枪等“五件套”智能设备，
分布在全区的“家门口”服务中心
成了百姓“政务便利店”。

联通国内国际市场，为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探索新路径——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
海考察时，对上海提出强化“四大
功能”的要求：强化全球资源配置
功能，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强

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强化开放枢
纽门户功能。浦东，正是承接“四
大功能”的重要载体。

今年以来，党中央又提出，加快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以强化“四大功能”为战略着力点，
浦东全力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
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作为临港新片区的重点产业，
地平线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投
资近 30亿元的车载 AI芯片全球
研发中心近日正式落地。过去一
年，临港吸引的集成电路投资额占
上海全市60%以上，一条从芯片设
计、制造、封装测试到装备材料的
产业链逐步成型。

探索数据跨境流动、谋划设立
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临港的
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临港将强
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统筹在岸业
务和离岸业务，支持更多企业“走
出去”和“引进来”，在双循环发展
中争当“枢纽节点”。

对历史的最好回望，就是创造
新的历史。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关心关怀下，在国家战略的有力
引领下，已是而立之年的浦东将再
次出发，奋力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
的新高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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