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IYAO WEISHENG BAO 动 态2 2017年11月2日 星期四

责编 刘静娜 美编 刘 勇

简讯

本报讯（通讯员崔 静 谢
晨静 丁 芸）10月28日，由新乡
医学院主办的 2017 年河南省医
学卫生类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双向
选择洽谈会（以下简称双选会）
（秋季）在新乡顺利举办，来自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国内18个
省市的500余家用人单位前来延
揽人才，来自省内外各大中专院
校的近万名毕业生参加了双选
会。双选会提供就业岗位两万多
个，涵盖了医疗、制药、管理、教育
等相关领域。
双选会“穿上”“互联网+”新衣

与往年喧嚣混乱的场景不
同，今年双选会的主力军是互联
网，信息化服务使得这一次的双
选会呈现出一种精确、迅速的势
头。

此次双选会利用多种信息
平台，多渠道推送就业信息，促
进毕业生实现更加充分和更高
质量就业。在双选会筹备期间，
新乡医学院大学生就业指导与
服务中心将用人单位岗位信息
在五环广场电子屏幕滚动播放，
并发布于该校毕业生就业信息
网、河南医学生之家和丁香人才
网等网站。

同时，新乡医学院还与“丁香
园”合作开发国内首个医学生就
业精准服务平台——新乡医学院
微信企业公众号，通过向不同专
业的学生进行招聘岗位精准推
送，实现就业信息推送“按需定
制”，大大提高了毕业生求职应聘
的针对性和准确性。该平台目前
具有通知中心、岗位信息、个人中

心、就业信息采集等 4 项基本功
能，分别可以处理就业相关信息
的发布、岗位信息的推送、毕业生
个人信息（包括毕业生基本信息、
就业报到证办理及领取情况、档
案状态）的查询和就业基本情况
的统计。毕业生可以在线查询个
人信息，进行就业报到证的远程
办理等业务。

以前，热闹的招聘现场，几百
家招聘单位，两万多个职位迎面
扑来，令很多学生感到着急迷茫
而不知该如何理性选择。今年，
由于通过该平台提前掌握了招聘
单位相关信息，求职者不必一一
查看招聘单位和招聘职位，避免
了盲目投递简历。该平台不仅帮
助毕业生精准找到招聘单位，而
且减少了招聘单位的工作量，提

高了效率。
畅通“求职者—招聘会—用

人单位”闭环就业信息高速路
与热闹的双选会现场一墙之

隔的新乡医学院大学生就业指导
与服务中心的办公大厅里，近10
名就业服务学生助理在紧张有序
地处理分析着双选会现场供需双
方的大数据。

据新乡医学院大学生就业
指导与服务中心老师臧涛介绍，

“互联网+就业”相关业务的不断
拓展，不仅能够为求职者和招聘
单位提供直接服务，同时还能有
效加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供需
数据统计、收集和分析，有利于
学校掌握毕业生求职动向，及时
发现、解决问题；将线上数据“精
准对接双选会”，结合智能信息

化手段，提供为用人单位筛选求
职者、毕业生职业指导、毕业生
与用人单位对接3个方面的精准
服务，重点关注面从胜任度转为
适任度，实现毕业生与用人单位
长期精准匹配。

据了解，双选会此次使用的
平台重点开发了服务学生的功
能，经过半年的试运营，已经能够
为求职者提供较为详尽周到的信
息服务。服务企业的功能处于试
运营阶段，预计能够在2018年春
季招聘会正式投入使用，将进一
步畅通“求职者—招聘会—用人
单位”闭环就业信息高速路，充分
发挥河南省医学卫生类就业市场

“互联网+就业”的强大服务能
力，为省内乃至国内的毕业生和
招聘单位提供快捷高效的服务。

本报讯 （记者史 尧 通讯员李美
均）10月28日，2017年全国肝病诊疗实用
技术研讨会暨全国慢乙肝肾脏关爱中心
2017年度论坛在郑州市第十六人民医院
举办，来自全国的肝胆病专家、教授和学
术界同仁 300 多人参加了会议。此次会
议由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肝病医学部、北京
医药科学技术发展协会、肝胆相照 -肝胆
病在线服务平台主办，郑州市第十六人民
医院承办。

会上，有关专家、教授作了《我国非病
毒性肝病的流行趋势及对策》的学术报
告，还分别就“分析伴肾脏损伤慢乙肝患
者的流调和危害”“伴肾脏损伤慢乙肝患
者抗病毒治疗需求”“肝胆疾病慢性病管
理的模式探讨”“遗传代谢性肝病的精确
诊断技术”“自身免疫性肝病实验诊断技
术及进展”等肝胆领域的前沿学术进行报
告交流。

会议期间，郑州市第十六人民医院举
行了“肝胆相照 -肝胆病在线服务平台合
作医院”和“首都医科大学科技园肝病转
化医学研究所合作医院”揭牌仪式。同
时，全国肝胆病专家还在郑州市第十六人
民医院开展了“肝胆相照，爱在中原”大型
义诊活动。

中国肝胆病患者群体庞大，肝胆病不
仅仅是一个单一的疾病问题，更是一个公
共卫生与社会问题。肝胆病防治工作意
义重大，需要政府、专家、社会等方方面面
的共同参与。2017全国肝病诊疗实用技
术研讨会暨全国慢乙肝肾脏关爱中心
2017年度论坛邀请了肝病领域内不同的
知名专家前来传道授业解惑，通过与郑州
市第十六人民医院开展深层次的医疗技
术、人才培养、进修培训、远程会诊、手术指导及疑难患者转诊等
方面的合作，大力促进郑州市第十六人民医院医疗水平的提升和
学科建设，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提高医疗资源使用的效
率，缓解老百姓看病难问题。

没有小耳畸形、唇腭裂等先
天或后天畸形、缺陷的人，不会

了解这些疾病为患儿和家长带
来的身心痛苦和巨大的生活压

力。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
这些身体有缺陷者想通过医学
整形修复治疗来解除痛苦的愿
望很难实现。除了因技术要求
高、手术难度大、治疗时间跨度
长、治疗费用高造成的困难外，
专业的整形修复医疗机构难以
寻找，也是造成患者求医无门的
主要因素。

为了更好地彰显公益性，承
担社会责任，让更多的人能够健
康自信地走在阳光下，10 月 30
日，河南整形美容医院在正式挂
牌成立整形修复外科的同时，启
动了阳光修复公益援助计划：面
向社会招募 1000 名耳畸形、唇
腭裂、瘢痕修复患者，每位患者
最高可享1万元手术援助，并在

首期活动中征集小耳畸形、唇腭
裂、瘢痕修复患者共计30名，进
行免费手术。

据了解，河南整形美容医院
作为中原整形行业的领跑者，本
次成立的整形修复外科所开展的
技术项目，包含了耳畸形整形修
复、颅颌面整形、鼻畸形矫正、乳
房再造术、瘢痕修复等8类高难
度修复手术。这些整形修复手术
条件复杂，很多为难度系数最高
的四级手术，对手术医生的经验
和技术均有较高要求。

“希望能帮助这些小耳畸
形、唇腭裂患儿和他们的家庭。”
河南整形美容医院院长张正文
教授表示，“作为一家专业的整
形医学美容机构，我们可以做得

更好。让每一位有身体缺陷的
患者拥有健康、美丽的外表，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与追求。
此次成立整形修复外科，既是向
一线城市北京、上海看齐，也是
为了帮助更多身有畸形、缺陷的
患者得到专业的整形修复。”

此外，河南整形美容医院总
经理赵爱霞在发言致辞中表示，
如果把割双眼皮、隆鼻等美容项
目比喻为“锦上添花”的话，耳畸
形、唇腭裂的矫正与修复无疑就
是“雪中送炭”。此次整形修复
外科的揭牌成立，标志着河南整
形美容医院整体实力的进一步
提升与飞跃，同时也给中原乃至
全国众多身体有缺陷的患者带
来了希望。

本报讯（记者陈述明 通讯
员郑 矗）近日，河南省脊柱畸形
诊治中心濮阳分中心、郑州大学
脊柱畸形研究所合作单位揭牌
仪式在濮阳市中医院举行。河
南省脊柱畸形诊治中心主任、郑
州大学脊柱畸形研究所所长夏
磊，濮阳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李
豫秋，濮阳市中医院党委书记赵
来法及濮阳市中医院骨科医院全
体职工参加了本次仪式。

濮阳市中医院骨科医院成为
河南省脊柱畸形诊疗中心濮阳分
中心、郑州大学脊柱畸形研究所
合作单位，是濮阳市中医院骨科
医院成立以来造福百姓的又一
举措，有利于濮阳地区脊柱病诊
疗技术的提升，为脊柱病患者带
来了福音。自濮阳市中医院骨科
医院、濮阳市中西医结合骨关节
病诊疗中心、濮阳市中西医结合
脊柱病诊疗中心在濮阳市中医院
挂牌成立以来，濮阳市中医院先

后举办了骨关节病和脊柱病的大
型学术会议，深受濮阳骨科同仁
的欢迎。

赵来法说，河南省脊柱畸
形诊治中心濮阳分中心、郑州
大学脊柱畸形研究所合作单位
落户濮阳市中医院骨科医院，
是信任也是责任。脊柱畸形是
一种常见的脊柱疾患，在青少
年和儿童中有较高的发病率，
影响患者的正常生长发育，严
重时可导致心肺功能下降、肢
体活动不便甚至瘫痪，并给患
者的心理造成严重危害，导致
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残疾，给家
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因
此，濮阳市中医院骨科医院在
合作中，一定要扮演好自己的
角色，积极为推进濮阳市乃至
豫北地区骨科脊柱病领域的临
床研究和学术交流，以及提升
豫北地区骨科临床、科研、教学
能力做出新的贡献！

许昌市加快推进健康养老
产业发展 近日，许昌市政府组
织调研组分别对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四附属医院中医馆、健康养
老示范区展示中心、唐韵养生国
医馆、建业绿色基地·中原民俗
养生文化项目进行了调研，详细

了解项目规划建设情况，抓好许
昌市国家健康养老示范区规划
建设工作。 （王正勋 侯林峰）

南阳医专一附院举行人文
故事分享会 近日，南阳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护理
部组织护士把日常人文工作中

的真实场景进行再现，开展了一
场主题为“人文素养在这里升华”
的人文故事分享会，汇报展示各
科室开展护理人文关怀工作以
来的成果，对日后人文工作的深
入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 （乔晓娜 方 圆 王 晴）

本报讯 （通讯员曹天顺
苏 楠 尹孟祥）近日，在省、市
红十字会的精心组织下，郑州
大学第五附属医院院长郑鹏远
带领由康复科、介入科、妇产
科、神经外科等科室的 12 位专
家组成的志愿者医疗队，来到
确山县人民医院开展送医活
动。

当天上午，郑州大学第五
附属医院志愿者医疗队在确山
县人民医院开展河南省红十字
会“结伴同行脱贫路”义诊（如
右图）、急救演练等活动。专家
们耐心地为患者进行检查诊

治，亲切地与患者家属沟通交
流，为确山县百姓带来省级三
级甲等医院的高质量医疗服
务。

专家们还走进病房，深入
确山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妇
产科、内科等科室，开展查房、
疑难病例讨论、指导手术等活
动。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神
经外科专家单峤为确山县人民
医院一名急诊多发外伤患者顺
利开展了颅内血肿清除术、凹
陷骨折正骨术，使患者转危为
安。“真没想到呀，来县人民医
院看病，还能让省级专家做手

术，太感谢你们了。”患者家属
感激万分。

活动期间，河南省红十字
会在确山县人民医院会议室
为确山县 100 余名乡村医生开
展为期 1 天半的培训，为基层
卫生人员送来新知识、新方
法，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综合服
务能力。与此同时，他们还在
确山县人民医院门诊楼大厅
开展应急救护演练。志愿者
们一人进行心肺复苏操作，一
人进行急救步骤讲解，向在场
群众普及急救、自救、互救知
识。

河南医学卫生类双选会（秋季）举办
“互联网+就业”助力精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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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畸形治疗上台阶

揭牌仪式现场 魏亚林 郑 矗/摄

本报讯 （通讯员代
廷伟 尹孟祥）日前，“食
品安全中原行”采访团走
进驻马店，实地采访该市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光
明日报》《大公报》《中国
食品报》《中国医药报》

《大河报》《河南商报》
《东方今报》及新华网、
央 广 网 、中 国 网 、光 明
网、映象网等媒体的记者
走进驻马店市，集中采访
驻马店市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

记者们先后深入驻
马店市中心城区、泌阳
县，走访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餐饮服务单位、学校
食堂、农贸市场、食品加
工小作坊、基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所等，报道该市
落实“四个最严”（最严谨
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
问责）和“四有两责”（食
品药品监管有责、有岗、
有人、有手段，切实履行
监管职责和检验职责）、
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工程、
提升食品药品监管能力、
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等方
面的亮点工作和取得的
显著成效。

记者们对驻马店市
开展食品安全示范店（市
场）创建、快检数据监管
平台建设、“互联网+”明

厨亮灶、创建标准化基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所等工作给予了高度评
价。

志愿者医疗队走进确山县

征集30名小耳畸形、唇腭裂、瘢痕修复患者进行免费手术

河南整形美容医院启动阳光修复公益援助计划
本报记者 杨 须 通讯员 孟令然 文/图

本报讯（记者栗凤娇 通
讯员乔志勇）10 月 27~29 日，河
南省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
第三次全省会员代表大会暨
2017 民营医院发展年会在郑
州召开，来自全省各地的民营
医院代表共计 500 余人参加了
会议。郑州玖桥医疗集团董
事长、郑州大桥医院院长王新
生当选河南省医院协会民营
医院分会第三届委员会主任
委员。

本次大会由河南省医院协
会民营医院分会主办，郑州大
桥医院承办，主题为“同议分级
诊疗 共谋联合发展”。专家们
重点围绕“新医改政策和健康
中国战略对民营医疗的影响”

“分级诊疗与医联体建设”“多
元投资和资本运营对于社会办
医发展的利与弊”“民营医院如
何建立公信力品牌，如何实施
品牌战略”“民营医院品牌营销
和运营管理”等，多维度、深层
次地为全省民营医院发展献计
献策。

随着分级诊疗、医联体建
设、药品零加成、按病种付费等
制度的实施，医改进入深水区
和攻坚期。为了适应新形势，
稳步推进民营医院发展，本次
年会在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健
康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与省
内外医疗卫生领域权威专家，
共同研究和探讨未来河南省民
营医院发展的新路径。

据王新生介绍，社会办医在
弥补河南省医疗资源配置不均、
满足百姓医疗服务需求上做出
了巨大贡献，是医疗行业不可或
缺的力量。但在发展过程中，民
营医院也面临着公信力不足、人
才引进难、资本实力弱等问题，
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着较大
差距。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民
营医院必将取得长足发展，也必
将在医疗市场中发挥更大作
用。河南省医院协会民营医院
分会作为行业自律组织，也将充
分发挥其“指导、自律、协调、监
督”的作用，助力民营医院发展
再上新台阶。

阳光修复公益援助计划启动仪式

省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召开年会

为民营医院发展献策

﹃
食
品
安
全
中
原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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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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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店

↑10月30日上午，河
南省省直第二医院的医
务人员在为环卫工人进
行血压检测。当日，该院
为郑州市金水区100名优
秀环卫工人免费进行了
14个项目的体检。

史 尧/摄

R

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