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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上海老客户的投诉后
我在精华制药从事质管工作

已有25个年头。产品质量是企业
的生命，品质的管控是企业成长的
基石与保障。这些道理谁都懂，但
怎样从点滴做好，却是门大学问。

精华制药拥有多种先进设备
和多条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具备整
洁卫生的生产环境，照明、温度、湿
度和通风条件已完全达到标准化
水平，多年来经历百次国内、国外
的官方和客户审计，均获得通过，
这些都已证明精华制药人付出的
艰辛和产品的过硬。

我们质量管理部门有一项重
要职能，就是在第一时间处理好客
户的来信，并及时回复，以此架起
沟通客户、宣传产品的桥梁。这方
面我们做得十分到位，效果特别

好，留下许多佳话。
2011年9月的一天，我接到上

海航华一村胡老先生的来信，信中
他反映因口腔溃疡、饮食困难，到
医院就诊，医院配给他几支我们公
司生产的老产品锡类散。胡先生
戴有假牙，他稍稍清洁口腔后便用
手指蘸了些药敷在痛处，然后再将
假牙托上。然而三天过后，疗效并
不明显，他质疑我们公司改动了
处方，甚至认为锡类散内已不含
人指甲成分，而是用了替代品，所
以影响了疗效。他在信中还说，
他记得精华的锡类散是小瓷瓶装
的，药效特好，而如今的质量却成
了问题，云云。

看来胡老先生是我们的老用
户了。十几年前我们公司确实使

用瓷瓶作为包装，但为了运输方便
和便于患者挤压吹敷，早已改进为
塑料瓶。此外，老先生很懂得人指
甲的药用价值，所以剪手指甲时都
细心地收集了起来，他说已积累了
十四五年了，问我们是否需要。

胡老先生真是个关心我们公
司的有心人，我当即给老人复信：

“胡先生：您好！我代表公司
感谢您使用精华制药的锡类散产
品。该产品有几十年的历史，主要
功效是解毒化腐，用于咽喉糜烂肿
痛。您提出现在使用后见效没有
以前的好，可能是在使用过程中敷
在痛处的药物量未能控制均匀，所
以见效时间受限了。本公司锡类
散处方几十年未改，国家也明确规
定：药品处方不可以任意更改，否

则就是违法。您认为说明书上‘人
指甲’标明是用滑石粉炮制的，却
有可能用替代品一说有误，我们的
原料没有变，炮制工艺在不断进
步。您多年来聚集了不少的人指
甲，这是很好的个人习惯，也为我
们的产品提供了原料，本公司对外
收购价为2500元~3000元/公斤，
即2.5元~3.0元/克。如果您愿意
寄给我公司，请您包装好并在包装
上标注其重量，我们收到后，立即
复秤告知您，根据现收购价格及时
将款汇给您。”

收到回复后，胡老先生立即改
变用药方法，口腔溃疡很快就治愈
了。老人高兴地来电对我说，精华
的好药质量真不赖，售后服务更值
得肯定，打心里谢谢南通的好药、

南通的好人。
不久，胡老先生寄来一包手指

甲，赠送给我们公司以谢优质的售后
服务。我们领受了他的鼓励，但还是
按价折算了110.3元汇给了他。

这件事很小，但小中见大，让
我难忘。 何小梅

欢迎广大读者积极参与有奖
征文。来稿请同时发送至以下
两 个 邮 箱 ：1733623883@qq.com
（报 社 邮 箱）；wgx@jhoa.net（精
华制药邮箱）

刚刚过去的2020年，我市以治理方式创
新，推动社会有序和谐，高标准建成全国首家
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跻身首批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国家级试点城市。

数据赋能，破除“信息孤岛”

群租房，随城市化进程出现，噪声、卫生、
安全问题备受关注，精准发现是开展针对性
整治的首要环节。市域治理现代化探索实践
中，我市创新推出群租房监测预警新模式，通
过对异常数据的捕捉汇聚，实现对疑似群租
房的自动预警。

“预警信息推送至群租房安全管理工作
领导小组，由属地公安机关会同相关部门开
展上门核查，对存在的隐患现场调查取证、
责令限期改正，再由网格员检查反馈，形成
工作闭环。”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入
驻单位——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陈刚透
露，各方数据资源的整合应用，显著提升了公
共安全监管的风险识别和远程控制能力。“截
至目前，系统累计预警发现疑似群（出）租房
线索10000余条，核查新增群租房1400多
户、登记流动人口5500多人。已有1648处
隐患工单通过市域治理指挥平台分流派发至
属地政府开展核查处置。”

向数据要效益，是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2020年6月19日，我市挂牌成立全国首
家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半年多来，中
心累计汇聚全市 64家市级部门，10个县
（市、区）及园区140亿条数据，编目发布资源
5000余项，日交换数据量达4亿条。10个县
（市、区）及园区、96个乡镇同步共建联动指
挥中心，形成市县镇三级联动指挥体系。

“各级指挥中心与各行政条线系统以及
网格化体系融合、贯通，横向部门联动、纵向
指挥到底。”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副主
任、市委政法委网格指导处处长严长军介绍，
中心整合了网格化服务管理、12345、数字城
管职责，并与市大数据管理局、网格化服务管
理中心等实行“一体化运行”，实现对城市运
行的超强感知、公共资源的高效配置、异常情
形的及时预警和突发事件的快速处置。随着
网格化信息系统纳入其中，全市7万余名专
兼职网格员发现的各类问题，可第一时间通
过指挥平台交由相关部门联动处置，形成“网
格吹哨、部门报到”的事件处置流程。

实战实用，告别“九龙治水”

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依托大数
据、5G、人工智能、融合通信等先进技术，建

成融“数据共享、智能搜索、统一监管、分析研
判、监测预警、联动指挥、行政问效”七大功能于
一体的智慧平台。

2020年11月14日，一辆危化品运输车在
我市一家化工园区附近显示行动异常，未按规
定路线行驶，涉嫌不当停留。约20分钟后，辖
区交警就出现在涉事区域，对司机展开调查。
涉事司机没有想到，自己所驾车辆的行踪早已
被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两客一危”车辆
监测系统盯上。

我市化工行业总量较大，各类运输车船众
多，危化品管理涉及6个环节、9个委办局。为
此，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在数据全量汇
聚的基础上，结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打造
了危化品全流程监管创新应用。至2020年12
月底，系统共发出19151条预警，分析926项危
化品车辆异常驻留点，与91家已排查要求整改
的“小化工”企业进行比对，经核查，匹配成功率
达70%。2020年8月以来，新发现并核实20起
规模较大化工企业安全隐患事件，其中非法生
产1家、非法处置3家、非法存储5家、异常转移
1家、企业非法复工3起、违规非法流动加油4
起、违规经营3起。

“通过搭建人工智能预警分析模型，推动市
域治理由被动‘堵风险’向主动‘察漏洞’转变。”
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主任、市大数据管
理局局长李俊告诉记者，中心在“全量数据、全
部汇聚”的基础上，除打造跨部门、跨领域的创
新应用，着力解决市域治理痛点、难点，还创新
研发“领导驾驶舱”，及时精准推送重要信息、关
注内容，便于决策层第一时间作出分析研判和
指挥调度，先后编撰经济形势、社情民意、防汛防
涝、高质量发展、决战“过万亿”等分析研判报告
20余篇，编撰专报、周报53期，构建起经济社会
全覆盖的分析研判体系。

创新提升，打造“南通之治”

乘着成为首批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
点城市的东风，2020年，我市蹄疾步稳，市域治
理现代化探索驶入快车道。市域治理现代化指
挥平台被中国信息协会授予2020年政府信息
化管理创新奖，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数十家
央媒、省媒聚焦“南通经验”。

站立新时代发展风口，探索之路任重道
远。“以智能化平台作为主抓手，通过大整合、大
融合、深应用，实现市域治理方式和理念的深刻
变革。”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
挥中心党委书记李学义表示，推进市域治理现
代化意义重大、使命光荣。指挥中心将紧紧围
绕“全国一流、全省领先”的目标，立足“实战实
用实效”导向，大力弘扬“三创”精神。强基础，
持续推动视频、数据资源的归集、治理、共享；强
应用，推动一期项目攻坚提升、二期项目尽快实
施；强保障，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优化提升管理
水平，持续强化业务能力、队伍建设，以“能打
仗、打硬仗”的姿态，“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气
概，不断提升市域治理现代化水平，全面唱响

“南通之治”品牌，为我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张亮

晚报讯 “爷爷，谢谢您，我在部队的
时候一直想着要回来看看您。四年前在我
们姐弟连学费都凑不齐的时候，是您帮助
了我们。那时，我就下定决心做一个对国
家、对社会有用的人。”12日，崇川区幸福
街道文俊村社区居民朱凡握着“磨刀老人”
吴锦泉的手，激动地说道。

朱凡与吴锦泉的缘分还要从2017年
8月说起。文俊村社区在“走帮服”时了
解到 16组居民朱凡家境贫困。朱凡的
爸爸是一名保安，妈妈原是服装厂的工
人，被查出患有多发性骨髓瘤，多次化
疗已花费 20 多万元，耗尽了家里所有
的积蓄。虽然村社区已经通过申请各
项救助给予他们帮助，但朱凡和姐姐的
大学学费和生活费让本就贫困的家庭
更加一筹莫展。

当时挂钩村社区的南通市第二人民医
院在了解到朱凡家庭情况后，将募集到的
9813元爱心助学款专程送到朱凡爸爸手
中。“磨刀老人”吴锦泉得知情况后，立即捐
出了自己磨刀攒下的2737元委托二院交
给朱凡一家。当时的朱凡刚满18岁，不擅
表达，但是在他的心里埋下了要回报社会、
回报老人的种子。

后来，朱凡看到社区征兵的宣传手册，
从小就有军装梦的他立志要当兵。父母也
非常支持儿子的决定，鼓励朱凡追随自己

的梦想。最终，朱凡如愿以偿携笔从戎，投身
军营。

如今的朱凡，脸上已然褪去了当时的稚
嫩，眼里充满坚定。这次是入伍四年来的第
一次回乡探亲，他第一时间找到村社区民兵
营长张志刚，提出要先去看望吴锦泉老人。
通过市二院的牵线，朱凡和社区志愿者来到
老人家中。聊起当兵时的情景，朱凡说：“刚
入军营的时候，训练很辛苦，但我每次只要想
到您这么大年纪还在磨刀，还在坚持帮助他
人，我都能咬牙坚持下来。”听到朱凡在部队
里几次荣获优秀士兵，吴锦泉老人感到欣慰，
鼓励朱凡说：“孩子，你是好样的，在部队要认
真训练，要听党的指挥。” 通讯员倪雯

晚报讯 昨天上午，被媒体誉为“冰雪
女神”的渐冻症患者葛敏家中迎来了一群
特殊的客人：来自崇川区幸福街道转水社
区“四叶草”志愿服务队、市北护理院及“飞
牛小匠”志愿服务社的一群爱心志愿者，一
场以“暖冻联盟 暖冬行动”为主题的爱心
活动在这里进行。

当天上午，葛敏笑容满面，扎着丸子
头，看起来格外精神。从患病至今，已有
5年多了，葛敏安全地挺过了医学界预
期的渐冻症生存期三至五年这个难关，
正式加入了老患者的行列。她现在的生
活主要以锻炼为主，爬楼梯、肢体拉伸、
心肺功能锻炼……每天都坚持下来，毫
不含糊。

葛敏的身体状况一直牵动着转水社区
“四叶草”爱心志愿者们的心。从今年起，
转水社区还为她订阅了一份《南通日报》，

让她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南通新鲜事。
“坚持每天进行科学的康复训练，对渐冻

症患者十分重要。”市北护理院康复部主任王
海平一行也相约一同来到葛敏家中，再次向
葛敏赠送康复治疗卡，并约定下周二开始为
她进行新一轮的专业康复治疗。

此次“暖冻联盟 暖冬行动”还吸引了“飞
牛小匠”志愿服务社的加入。当天，服务社的
家政志愿者对葛敏家中的水电煤进行了安全
检测，并承诺：今后葛敏家中如果需要清洗油
烟机和灶台，志愿者将随叫随到。

“感谢大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帮助和关
心！我会把这份温暖传递给冰语阁所有的患
者！鼓励他们等到解冻那一天的到来！”面对
一群爱心志愿者的集体造访，葛敏感动不
已。她在现场通过操作眼控仪，在电脑上打
下这段话，表达诚挚的感谢。 记者冯启榕

见习记者龚秋瑾 通讯员任丽君

全国首家建成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汇聚64家市级部门、10个县（市、区）
及园区140亿条数据——

智慧治理，“南通之治”探路“新蓝海”
四年前家庭困难受“磨刀老人”捐助

军人回乡第一时间看望恩人

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她
“暖冻联盟 暖冬行动”走近“冰雪女神”

朱凡看望“磨刀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