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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山县：

健康扶贫暖人心“两筛”工程惠群众
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讯

员高运洪 李 立）从去年开始，
确山县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号角
吹响后，全县各相关单位迅速投
入精准扶贫工作第一线。

去年以来，确山县卫生计生
委以全面提升卫生计生服务整体
水平为核心，以满足广大育龄群
众需求为着力点，坚持“以人为
本”，深化优质服务，采取“循环
式+免费全面体检、日常检查+
三个结合、四项免费+孕期筛
查”等多项措施，加大惠民工程
服务力度，受到全县广大群众的

好评。
“循环式+免费全面体检”。

确山县卫生计生委组织县直各医
院创新实施循环式健康查体模
式，全年为育龄妇女提供生殖健
康检查，科学制定健康检查计划，
保障育龄妇女享受精心服务；坚
持每年为全县农村育龄妇女提供
一次免费全面健康检查。

“日常检查+三个结合”。确
山县妇幼保健院及县直各医院在
日常检查中着力“三个结合”。健
康检查与孕期保健相结合。确山
县妇幼保健院及县直各医院配备

了彩超检测仪器，提升了孕期保
健的服务能力。在检查过程中，
确山县妇幼保健院及县直各医院
对发现孕情的，直接纳入育龄妇
女孕期保健服务档案，为孕期保
健、产前筛查、产后访视等项目的
开展奠定了基础，达到了以服务
促管理的目的。健康检查与公共
卫生项目相结合。确山县妇幼保
健院及县直各医院通过健康检
查，健全了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档
案，推动了叶酸增补、“两癌”（乳
腺癌、宫颈癌）筛查等重大公共卫
生项目进展。健康检查与查病治

病相结合。确山县妇幼保健院及
县直各医院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和
专业的技术人员，提高了妇科疾
病的诊断能力，在日常检查中一
发现疾病，就及时指导育龄妇女
就诊、就医，做到了疾病的早发
现、早治疗。

“四项免费+孕期筛查”。全
县各医院积极实施“四项免费”工
程；顺利启动免费婚前健康检查
工作，积极动员新婚夫妇参加免
费孕检，对检查评估报告实行专
人发放，及时提供咨询指导，对每
个评估为高风险的人员配有专业

医师，进行面对面优生指导与诊
察服务，对查出的高风险人员，均
实施了重点跟踪随访服务；成立
了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工作领导
小组，完善了规章制度，印制了防
治出生缺陷、产前筛查与产前诊
断的相关宣传材料，定期举办产
前诊断培训班；严格执行新生儿
遗传代谢疾病筛查工作技术规
范，开展了新生儿疾病免费筛查，
对可疑阳性病例，及时通知进行
复查。卫生计生服务资源的整
合，有力地推动了确山县出生缺
陷三级预防工作。

社旗县
用好“五根线”织密“健康网”

本报讯 （记者方 圆 通
讯员赵兰奇 郭清武）2017 年
以来，社旗县坚持以人为本，强
化健康理念，以不断提高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为目标，用
好“五根线”，织密一张群众“健
康网”。

“引”线先织，倡导群众自
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2017
年，社旗县组织开展“健康社旗
疾控行”活动，抽调专业技术人

员走进机关、学校、企事业单
位、农村，运用各种形式，宣传
健康素养基本知识和理论，促
进人们由治病到防病的思想转
变，自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小”线随行，继续做好国
家扩大免疫规划工作。社旗县
积极开展6岁以下儿童预防接
种工作，有效预防传染病，切实
增强免疫力。

“染”线控死，开展艾滋病

结核病防治工作。2017 年，全
县发现和治疗、管理活动性肺
结核356例。

“快”线不迟，严格突发事
件及时报告处理制度。2017
年，全县网络报告法定乙类、丙
类传染病13种1780例，报告发
病 数 较 2016 年 同 期 下 降
22.17%，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报告。

“联”线绑紧，不断加强妇

女儿童卫生保健工作。社旗县
强力推动免费“两项筛查”工
作。2017 年，全县共完成超声
筛查孕妇 2176 人，血清学筛查
孕妇1682人，新生儿“两病”（先
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和苯丙酮
尿症）筛查3775人，新生儿听力
筛查 3318 人，圆满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对“两癌”（乳腺癌、宫
颈癌）筛查对象中确诊的8例患
者均进行及时有效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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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忠民 通讯员曹永
宏）日前，商丘市睢阳区进一步落实大卫
生大健康工作理念，积极有序推进公共卫
生管理服务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面
向大众，关注重点人群，使就医群众得到
了实惠，服务水平得到了提升。

为了保障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顺
利进行，睢阳区卫生计生委成立了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工作领导小组，确保领导到
位、职责分工明确；加强对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团队的培训，确保指导到位；把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工作与经常性业务工作同
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做到周周有督导、
月月有安排、季度有检查、半年有评估、年
终有考核。

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力。商丘
市睢阳区加大宣传力度，在广场、集市等
人群密集处发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宣传
单，提高群众知晓率；提升乡镇卫生院医
疗服务能力，组织区直 4 家医院对 9 家乡
镇卫生院及19个贫困村卫生室进行业务
对口帮扶，做到“派出一支队伍、培训一批
人才、带好一所医院、服务一方群众”；积
极推进医疗机构硬件设施建设，重点加大
对19个贫困村的标准化卫生室建设力度，
加快推进区直各医疗单位的新（扩）建工
作，加强医疗基本设施建设和医疗设备的
购置，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善医疗
环境，提升服务水平。

实施“三个一批”行动计划。商丘市
睢阳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针对普通
健康人群、需要关注的人群、慢性病人群、
重点人群，明确服务内容及标准，提供具
有针对性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三
个一批”行动计划，针对大病、慢性病、重
病不同对象，特别是患有大病和长期慢性
病的建档人员，实施分类救治；开展慢性
病筛查工作，宣传健康知识，引导贫困群
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根据实际服务能力。商丘市睢阳区
实行“先治疗后付费”和“一站式”即时结
算。全区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
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的
结算模式，最大限度地按政策规定报销医
疗费用，确保家庭医生签约群众不因病返贫。完善绿色就诊通
道，对辖区内的老年、残疾、孕产、慢性病等人群，各医疗机构均
设有绿色服务通道，优先签约、优先服务。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全区调查了解需要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孕产妇保健管
理、婴幼儿保健及其他医疗服务（出诊、送药上门、家庭护理等）
的人群和数量，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扎实推进奠定了信息基
础。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高了医疗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模式使医务人员从坐等患者上门变为深入家庭为居
民提供服务，健康管理能力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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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 平 通讯员李河新
宁建鹏）5月2日上午10时，记者走进郏县互
联网医联体服务中心，看到郏县中医院心电
图医师周夏远在一台屏幕上显示着“远程心
电中心”的电脑前忙碌着。此时，电脑里传出
了“您有新报告，请查收”的提示音。

周夏远点开电脑上的提醒视窗，看到该
县堂街镇张沟村村医韩光辉传来的患者的心
电图图谱。审阅后，周夏远在电脑上打出了

“窦性心律，正常心电图”的字样，并通过远程
心电图互联网服务平台传给了韩光辉。

远在 40 多公里外的韩光辉在电话里告
诉记者：“今天上午，我村患有高血压病、糖尿
病的贾月风因气喘到村卫生室诊治。我怀疑
贾月风心脏有问题，就利用县里为村卫生室
配备的 18 导心电图仪器给她作了心电图测
试，然后通过远程心电图互联网平台把心电
图传给了县中医院的值班医师。不到 3 分
钟，心电图诊断报告就传了回来，为贾月风准
确用药提供了依据。”

周夏远指着电脑里的动态统计数据说：
“从今天上午8时接班到现在，我共接收到42
例从基层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传来的心
电图病例。”

这个面积100多平方米的郏县互联网医
联体服务中心，是全市在去年郏县与微医集
团乌镇互联网医院“联姻”后，最早建成的。

去年4月，郏县以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
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为契机，
确立了加快建设“互联网+医院”的公共卫生
发展思路。该县积极与全国领先的医疗科技
平台微医合作，投资 1900 多万元，建成了郏
县互联网医联体服务中心。该中心下设远程
心电中心、远程影像中心、远程会诊中心、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心和一个智能分级诊疗数

据管理平台。
在远程会诊中心，记者看到，20公里外的安良镇段沟村村医

王听杰正与郏县中医院一名医师进行视频对话，为段沟村群众王
万需进行会诊。

郏县卫生计生委主任科员贾国利告诉记者，这个远程会诊中
心向上可连接微医平台上的全国2700多家医院、22万多名医生，
向下可与郏县14家乡镇卫生院、378个村（社区）卫生室相连，贯通
省、市、县、乡、村五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了“信息多跑路、患者少
跑腿”的目标。

据统计，从2017年7月投入运行到今年4月30日，郏县互联
网医联体服务平台已完成远程心电诊断 6270 余例，远程会诊
15211次，在线问诊54140次。

信阳市平桥区卫生计生委

加快推进“按病种支付改革”工作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

员陈书艳 杨 非）日前，信阳市
平桥区卫生计生委召开“按病种
支付改革”和“两票制”工作筹备
会，要求区、乡公立医疗机构负责
人和委医改办与会人员要进一步
加强“按病种支付改革”和“两票
制”工作。

针对“按病种支付改革”工
作，信阳市平桥区卫生计生委要

求，医疗机构要结合自身实际，科
学合理地遴选出支付病种；要细
化完善各病种临床路径，根据主
要诊断、治疗方式以及有无并发
症制定好每个病种的 A、B、C 等
路径，优化诊疗流程；要与医保部
门对接做好信息系统的改造，将
按病种支付纳入信息化管理，使
其更加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
要加强相关改革政策的学习和宣

传，开展全员培训，职工政策知晓
率要达到100%。

据介绍，“按病种支付改革”
是调节医疗服务行为、引导医疗
资源配置的重要杠杆，有利于控
制不合理医疗费用增长。有关
部门要求 2018 年县、区综合医
院和乡镇卫生院按病种付费的
病 例 数 要 达 到 出 院 病 例 数 的
40%。

4月18日，滑县中心医院的一名护理人员正在参赛。为了迎接“5·12”国际护士节，展示护士的
风采，提高护理人员的操作技能和实践能力，滑县中心医院举办了护理技能操作比赛。

本次比赛包括2个项目，一是协助患者翻身及有效咯痰；二是集尿袋更换技术操作。严谨的准
备、准确的核对、熟练的操作，将护士的基本素养和护理技巧体现得淋漓尽致。

张治平 韩 龙/摄

漯河市郾城区谋划母婴设施
建设前期筹备工作 日前，漯河
市郾城区卫生计生委积极筹划母
婴设施建设前期筹备工作。

领导重视明确基调。漯河市
郾城区卫生计生委把母婴设施建
设筹备工作纳入委机关中心工
作，拟定筹建点，成立母婴设施建
设筹备工作推进组，实行筹备情
况周报告制度。

快速对接准确选址。漯河市
郾城区卫生计生委分管副主任带
领筹备工作推进组成员迅速与区
人民医院、中医院对接沟通，部署
安排母婴设施建设筹备工作。

精心谋划筹备工作。漯河市
郾城区卫生计生委多方学习借鉴
先进做法，依据“环境温馨，突出
特色，便利于民”的理念，扎实做
好母婴设施建设前期筹备工作。

（王明杰 段泳利）

长葛市举办村级医疗废物集
中收集处置工作培训会 日前，
长葛市举办了村级医疗废物集中
收集处置工作培训会。

本次培训内容包括医疗垃圾
的危害及医疗垃圾收集、处置、管
理等方面。医疗卫生机构应严格

按照《医疗废弃物管理条例》有关
要求，进一步建立医疗废物管理
责任制，健全各项管理规章制度
和应急预案，明确专门部门或专
（兼）职人员负责本单位医疗废物
处置工作，严格落实责任，切实做
好医疗废物分类收集、暂存、交处
置中心处置等工作，建好台账；要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医疗废物流
失、泄漏、扩散，禁止买卖行为，避
免因医疗废物外流导致不良事件
发生。

（王正勋 侯林峰 赵永强）

孟津县推进计划生育工作
孟津县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大

健康、大卫生的一部分，强化服
务融合，以群众需求和获得感为
导向，突出服务功能，拓展服务
内涵，以融合为主线，统筹谋划、
一起部署，促进相关业务融合发
展。

一是将生育服务登记覆盖和
随访率、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和“两筛”工作共同纳入各镇年度
计划生育工作目标；二是突出工
作重点，以待孕、待育人群为重
点，在一、二孩生育登记服务及三
孩生育审批过程中增加免费孕前

优生、“两筛”工作等出生缺陷干
预宣传教育内容；三是强化服务
融合，全面开展生育服务登记对
象随访工作，镇、村对所有生育服
务登记人员和县对三孩持证人员
就出生缺陷干预工作内容分别进
行随访。

统计显示，目前，全县共登记
发放一、二孩生育服务证 1123
张，审批发放三孩生育证 20 张，
发放宣传单2000余份，开展电话
随访570人次。

（刘永胜 朱会霞）

舞钢市举办“纪念中国计生
协会成立38周年”演讲比赛 4
月26日上午，舞钢市在该市卫生
计生委机关会议室举行了“纪念
中国计生协会成立38周年”演讲
比赛。

在演讲比赛中，卫生计生干
部结合自身工作职能，围绕优生
优育、青春期健康等以及工作中
的点点滴滴，把演讲不断推向高
潮。通过演讲比赛，卫生计生干
部加强了对工作的认识，为帮助
育龄群众树立健康、科学、文明的
婚育观念奠定了基础。

（陈会召）

温县人民医院
精准扶贫情谊长

本报讯（记者王正勋 通
讯员任怀江 郑雅文）今年，温
县人民医院党员干部不但坚持
每周二常态化深入该院6个帮
扶村分包贫困户家中，而且经
常利用节假日、双休日走村入
户，对症下药出实招。

崔洪运是后崔庄的贫困
户，身患残疾，无劳动能力。当
崔洪运为女儿的大学学费发愁
时，该院帮扶党员干部为崔洪
运的女儿申请到了一年3000元
的“金秋助学补助”；帮助崔洪
运的妻子找到了一份月收入
2000 多元的工作；看到崔洪运
家中线路老化、家具损坏，及时
派专业人员维修、更换……在
该院党员干部的帮扶下，崔洪
运家的居住环境也焕然一新。

70 多岁的贫困户王广华，

夫妻二人因病致贫。帮扶党员
干部了解情况后，为其制定了
切实可行的脱贫致富计划。为
了改善王广华的居住环境和保
障其用电安全，帮扶党员干部
粉刷了墙面，安装了吊顶、保暖
板，更换了用电装置及老化电
线。“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帮扶党员干部积极为王广
华的儿媳妇联系申报电子商务
技能培训班，引领其走上致富
路。经过帮扶党员干部的多方
努力，王广华一家现在不仅脱
贫奔小康，更是幸福感、获得感
满满。

“你们精准帮扶，使俺走上
了脱贫致富路！”每当温县人民
医院扶贫党员干部来到村里，
村民们都握住他们的手，感恩
不已。

本报讯 （记者侯少飞
通讯员张 然 苏叶松）5月1
日，淮阳县人民医院为该县武
警中队官兵组织了一次免费
健康体检活动，用实际行动体
现了“军民一家”的鱼水亲情，
使广大武警官兵切身感受到
了医疗机构对人民子弟兵的
关心和厚爱。

据了解，淮阳县人民医
院一直与驻军部队官兵保持
长期联系，共同建立军地医
疗协作机制。多年来，淮阳
县人民医院专门为驻军部
队官兵开通就医绿色通道，
采取门（急）诊优先接诊，挂
号费、诊疗费、床位费实行
全免，检查优惠，住院优先，
药品只收取成本费或适当
给予优惠；每季度为驻军部
队官兵开展一次健康教育，
进行一次心理疏导，组织一
次巡诊和急救技能培训，赠
送一批药品器材；当驻军部
队官兵用血时，全力优先保

障；每年“八一”建军节前夕
为官兵免费进行一次健康体
检。

该院此次举办的健康体
检包括内科、外科、五官科、
肝功能、血常规、尿常规、心
电图、彩超、胸透等项目。体
检中，该院医务人员就体检
中存在的健康问题提出专业
化建议，就日常生活、饮食、
运动、训练中的注意事项给
予科学指导，确保驻军部队
官兵以健康的体魄完成各类
任务。

在活动现场，该县武警
中队一位负责人表示，此次
体检活动不仅增进了军民感
情，还使驻军部队官兵对自
身的健康状况有了全新的了
解和掌握，非常感谢县人民
医院对人民子弟兵的厚爱。
他们一定会以更加科学的方
法进行军事训练，以更加高
昂的战斗精神完成各项保障
任务，建立新型军民关系。

体检到军营 共叙鱼水情

5月5日，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医务人员一起学
习“七步洗手法”。当日，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医务
人员通过在该院醒目位置悬挂宣传主题标语，发放卫生宣传册
等，大力宣传“世界手卫生日”相关知识，并举办了以强化“医院
感染管理一级质控”为主题的培训。

刘 岩 郭海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