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灵宝市妇幼保健院深入病区开展“护士进病房，
护理在身边”活动。产科一病区的护理人员现场教授产妇
及家属母乳喂养技巧、正确抱宝宝姿势、新生儿被动操以及
新生儿包被整理等，获得产妇及家属好评。

刘 岩 党宁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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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快讯

本报讯（记者赵忠民 通讯
员孙 琰）“您现在感觉身体怎么
样？咳嗽好些了吗？晚上睡觉冷
吗？”近日，在民权县胡集乡卫生
院的病房内，该院院长张兴龙深
切地询问病床上的老人。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咳嗽也
好多了，这里的条件好得很，比家
里还暖和呢！”老人饱经风霜的脸
上堆满了微笑。

据介绍，老人名叫马永祥，今
年68岁，是胡集乡胡集村的低保
户。两年前，马永祥被初诊为肺
癌。为了治病，仅2018年，马永祥
就花了6万多元。这些钱基本上
是借来的。有了健康扶贫政策，
除去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

险、社会救助等报销外，马永祥仅
花了3000多元。

目前，民权县因病致贫户有
8400 多 户 ，占 全 县 贫 困 户 的
60%。为此，民权县大力做好健康
扶贫工作，为群众提供更加安全
有效、方便快捷的公共卫生服务
和基本医疗服务，着力为老百姓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提升群
众的健康幸福指数。

为了确保这项工作的顺利实
施，民权县积极采取措施，着力实
施“六二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贫
困人员大病医疗补充保险、贫困
人员特种病救治保险、贫困人员
意外伤害保险、贫困人口团体健

康险等六道保险和健康扶贫医疗
救助、民政救助两项救助以及一
项 35 种大病的后续治疗报销政
策）健康扶贫工程，全力确保群众
不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六二
一”健康扶贫工程是针对因病致
贫的农村贫困家庭而制定的。
2018 年，全县为贫困群众报销医
疗费用达6200多万元。

近年来，民权县投入资金
6000 多万元，加强县、乡、村三级
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新建、
改建了县人民医院病房楼，县中
医院门诊综合楼，8 家乡镇卫生
院，500 多家标准化村卫生室；配
备了CT、四维彩超、心电监护仪、
健康一体机等医疗器械；建立了

县、乡、村三级远程会诊系统，推
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同时，民
权县积极优化医疗服务模式，开
辟贫困人口就医“绿色通道”；设
立“爱心门诊”“爱心病房”；实行

“先看病、后结算”，住院无须交押
金的“一站式”服务，真正实现了

“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大
病不出县”。

为了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民
权县着力加大各级医务人员培训
力度，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
方式，组织县、乡、村医务人员参
加省级、市级、县级医疗卫生机构
举办的业务培训。仅两年来，民
权县就培训 5000 余人次，使全县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医疗服务技

能显著提高。同时，民权县还组
织成立了20多支医疗服务团队，
定期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心率，
进行 B 超检查等，并为他们建立
健康档案，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让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家
庭医生，让家庭医生成为老百姓
的“健康守门员”。

据民权县卫生计生委负责人
介绍，用“绣花”功夫，真扶贫，扶
真贫，做到“有专人管理、有治疗
方案、有看病地方、有拿药渠道、有
报销优惠、有评估意见、有登记记
录”，确保贫困家庭“有钱去看病、
有人帮看病、有人来救助、有人帮
康复”，使群众不再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帮助群众奔小康！

本报讯（记者王正勋 通讯员王中
贺）近年来，博爱县清化镇卫生院对住
院的贫困人员严格执行“先住院、后付
费”及“两定制兜底”政策，确保因病致
贫人员一人有一份精准治疗方案，一
人有一个家庭医生，使贫困人口切实
感受到健康扶贫政策的福祉。

据了解，清化镇卫生院负责清化镇、
鸿昌两个街道 27 个行政村的健康扶贫
工作，登记管理贫困户584户2308人。

清化镇街道太子庄村贫困人员唐
秀 琴 就 是 健 康 扶 贫 政 策 的 受 益 者 。
2018 年 2 月的一天，唐秀琴突然感觉身
体不适，紧急拨打电话向清化镇卫生院
急诊科医生和维娴求助。和维娴立即
赶到唐秀琴家中，将唐秀琴接回清化镇
卫生院进行诊治。作为唐秀琴的家庭
医生，和维娴每个月都要到唐秀琴的家
中，为其检查身体，指导用药，提供一对
一的诊疗服务。

在健康扶贫工作中，清化镇卫生院
对一般贫困户严格落实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优诊证制度和“两化七免一促进”
健康扶贫政策。对因病致贫人员，该院
成立了44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确
保每个因病致贫人员都有一名家庭医
生。对来清化镇卫生院住院的贫困人
员，该院严格执行“先住院、后付费”“两
定制兜底”政策。同时，该院还在院内
大厅公示健康扶贫政策和贫困户就诊
流程，设立“一站式”服务窗口；建立“爱
心病房”，免费为每个贫困人员提供毛
巾、茶杯、碗具用品等；提供救护车免费
接送、免收挂号费等暖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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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讯
员陈 健）河南省正阳县大林镇卫
生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的医
生们用两年时间走进贫困群众的
心中。

2018年12月25日，大林镇卫
生院的两名家庭医生涂华、贾阳
上门为家住涂楼村的贫困户华东
检查身体，还叮嘱了用药方面的
相关注意事项。

华东是该村因病致贫的典型
代表，一家5 口人，母亲因肝癌去
世。两年前，通过检查，华东发现
自己患了终末期肾病，靠透析和
服药维持生命。签订了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协议后，家庭医生经常
上门为他进行免费体检，宣传相
关政策，配送治疗药物，讲解服药

注意事项等。华东说：“我现在看
病，除了自付车费外，基本上不花
钱，这都得益于国家的健康扶贫
政策！”

大林镇下辖 17 个村（居委
会），全镇有 4.8 万户籍人口。据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1月，
全镇依然有227个贫困户，其中因
病致贫128户，共202人。为了把
健康扶贫政策落到实处，大林镇
卫生院成立了 3 支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团队，要求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团队入户与每个贫困家庭签订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签约率
达100%。

签约重在履约。根据规定要
求，家庭医生经常走村入户向群
众宣传健康扶贫政策，携带相关

仪器为贫困户进行义诊，向慢性
病患者讲解医疗费用报销方法，
为大病患者提供送药等服务。
2019年年初，大林镇卫生院的家庭
医生们冒着严寒把“爱心保健箱”
及价值5万多元的家庭必备药品逐
个送到贫困户家中。对住院治疗
的贫困人员，大林镇卫生院除了开
辟绿色通道外，还无偿提供脸盆、
毛巾等生活物品。今年，大林镇卫
生院已累计为群众免费提供价值
近6000元的物品。

国家政策好，服务常登门。
时间久了，感情就深了。大林镇
卫生院院长盛建辉说：“这些家庭
医生，贫困户基本上都认识。”家
庭医生周到的服务不仅温暖了群
众的心，还赢得了好口碑。

“这些家庭医生，贫困户基本上都认识”

本报讯（记者李志刚 通讯员张冬杰）按
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工作方针，巩义市卫
生计生委着力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完
善监督管理机制，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强化隐患
排查治理，加强事故救援能力建设，深入开展系
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确保安全生产工作
稳定开展。

推进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巩义市卫生计生
委结合行业实际，制定了全市卫生计生系统双
重预防机制实施方案，选择规模较大、基础条件
较好的医院作为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试点单位进
行重点培育，逐步完善双重预防体系实施细则
和标准规范，健全安全风险隐患分级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两个体系，推动安全生产源头管控。

切实强化组织领导。巩义市卫生计生委印
发了大排查大整治专项整治活动方案，专题安
排部署；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分组带队对全市医
疗卫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督导检
查，强化各级领导的责任意识，落实隐患防控措
施。

加大隐患防控整治力度。巩义市卫生计生
委围绕用电管理和线路安全、用氧存储与运输、
消防设施维护与管理等重点环节，对各个隐患
风险点逐级明确责任，切实做到隐患查清、措施
有力、整改到位，严防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提高安全生产应急处置能力。巩义市卫生
计生委通过安全生产月例会等方式，不断强化系统干部职工的
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防范意识，提高防范安全事故、逃生自救、
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全系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漯河市源汇区卫生计生委开
展病历质量评比活动 近日，漯
河市源汇区卫生计生委委托区级
病案质控组开展全区一级医疗机
构2018年病历质量评比活动。

在此次质量评比活动中，病
历内容涵盖内科、外科、妇产科、
儿科等专业。区级评审委员会
专家按照《河南省医疗机构住院
病历书写质量评估标准》分别抽
取各医疗机构 5 份病历进行评
审，评选出优秀病历。最后，评
审专家对病历规范书写进行了
现场培训。

（王明杰 纪雨辰 王云慧）

汝阳县人民医院进入河南省
脑卒中急救智能地图 1月4日，
在郑州市召开的河南省脑卒中防
治中心建设工作会上，汝阳县人
民医院等 30 家县级医院被授予

“县级脑卒中防治中心”荣誉，并
进入河南省脑卒中急救智能地
图。这是汝阳县人民医院继产

科、儿科被评为“河南省县级临床
重点专科”之后，在学科建设上取
得的又一突出成绩。

近年来，汝阳县人民医院开
辟了院内急性脑卒中救治绿色
通道，整合神经内外科、急诊科、
检验科等科室资源，根据脑卒中
救治相关指南及上级专家指导
意见，规范地开展静脉溶栓工
作。

目前，汝阳县人民医院脑卒
中防治中心设立了卒中筛查门
诊，承担着卒中筛查、防治、宣传
工作。借助常态化健康义诊活
动，汝阳县人民医院脑卒中防治
中心完成了城镇社区、农村社区
40岁以上人群的筛查工作；组织
乡村医生对低危脑卒中患者及中
危脑卒中患者进行规范治疗指导
以及对高危患者入院进行重点管
理。汝阳县人民医院定期选派医
务人员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对基层医务人员开展急
性脑卒中急救知识培训；到农村、

企业、机关、社区开展健康教育大
讲堂，进行急性脑卒中早期症状
识别，争取早诊断、早治疗，缩短
早期救治时间，有效提高脑卒中
患者的救治效果。

（刘永胜 崔浩浩）

虞城县卫生计生委为贫困
群众免费体检 “免费体检太好
了，不出门就能看病，真是一件
好事啊！”近日，在虞城县店集乡
惠楼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及免
费体检现场，贫困户惠老先生高
兴地说。

为了进一步提高贫困群众的
健康水平，降低群众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发生率，虞城县卫生计生
委积极组织县直医疗卫生机构、
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医务人员
为农村贫困家庭提供家庭医生
签 约 服 务 及 健 康 体 检 服 务 。
2018 年，虞城县共组建 602 个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有家庭医
生984人。全县共签约贫困人口

94677 人，签约率为 100%。在做
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同
时，全县还开展了“名医下乡”等
活动，定期选派医疗服务团队工
作人员为农村贫困人口免费提
供健康体检、分类救治、集中诊
疗服务。2018年，虞城县卫生计
生委共免费体检贫困人员4万余
人，发放健康科普知识宣传手册
11万份。

（赵忠民 宋玉梅）

舞阳县卫生计生委开展扶贫
日活动 2019年1月3日，舞阳县
卫生计生委班子成员带领帮扶责
任人深入文峰、北舞渡、莲花、保
和等乡镇帮扶村，开展周四扶贫
日活动。

舞阳县卫生计生委班子成员
首先了解了驻村第一书记的近期
工作开展情况，查看了标准化村
卫生室和乡村医生配备情况，以
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实情况和
天使送温暖活动开展情况等；其

次到贫困户家中进行走访，帮助
他们打扫卫生，详细了解困难群
众的住房、取暖等生活状况，解决
他们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最
后组织县、乡镇医疗机构为贫困
群众送去慰问物资。 （王明杰）

睢县人民医院举办演讲比
赛 2018年12月29日，睢县人民
医院举办了以“树新风有担当 敬
佑生命 忠诚奉献”为主题的演讲
比赛。

演讲者结合自身或身边同
事的亲身经历进行演讲。演讲
内容观点鲜明、立意新颖、真挚
感人。比赛现场掌声不断。在
初赛阶段，17 名选手脱颖而出，
进入决赛。在决赛过程中，选手
们通过激情昂扬或幽默诙谐的
演讲风格，展现了自己高超的语
言表达能力和各具特色的人格
魅力。最终，经过激烈角逐，该
院 ICU（重症监护室）的王青获
得了此次比赛的一等奖；新生儿

科的刘晨光、儿科二病区的连景
景均获得二等奖；卒中中心的姜
卫青、心血管内科二病区的张楠
楠、儿童康复科的刘昕均获得了
三等奖。

（赵忠民 付群亚）

舞钢市卫生计生委组织志愿
者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活动
连日来，舞钢市卫生计生委组织
市中医院、市社会保险医院、市卫
生学校以及八台镇中心卫生院等
单位的 50 多名志愿者奔赴八台
镇后鲁村、小唐村持续开展环境
卫生整治活动，为群众送去贴心
服务。

在后鲁村贫困户鲁田根和鲁
长明家里，舞钢市社会保险医院
的志愿者为老人清扫院落，收拾
垃圾。市中医院的志愿者来到贫
困户鲁丙戌的家中，帮忙整理室
内物品。在 55 岁贫困户李三根
的家中，市卫生学校的志愿者帮
助清理羊粪，打扫羊圈，还把久置

不用的物品整理出屋。与此同
时，八台镇中心卫生院的志愿者
分别为后鲁村马富聚等4户贫困
户送上新春对联，并帮忙打扫卫
生。 （段泓涛 陈会召）

孟津县公疗医院举办医疗知
识抢答赛 日前，在孟津县公疗
医院会议室，一场别开生面的医
疗知识抢答赛在这里紧张进行。

抢答赛题目涵盖解剖学、生
理学、病理学、药理学、临床学基
础知识等。各参赛小组的基础分
数为500分。参赛选手通过快速
地按下抢答器获得答题资格，抢
答过早或答错扣 100 分，回答正
确加 100 分。在竞赛现场，选手
们情绪饱满，现场气氛热烈，不时
响起热烈的掌声。

经过近 2 小时的激烈角逐，
该院麻醉科获得比赛第一名；神
经内科三区获得第二名；心内二
区和神经外科获得第三名。

（刘永胜 白雅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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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采取措施
努力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难题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刘 丹）2018 年，信阳市平
桥区将村卫生室修缮和新建项
目列入年度美丽乡村建设基础
设施项目中，投入专项资金对
全区已建成使用的 244 家村卫
生室进行房屋修缮和设备更
新，并新建6家村卫生室。

项目启动后，平桥区卫生

计生委统一组织，严格要求辖
区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村卫生室对照标准，准
确把握时间节点，制定项目进
度表，实行倒排工期制、每周报
告制，高标准、高质量地推进项
目建设。全区村卫生室建设项
目累计投入资金 932 万元。截
至2018年12月底，平桥区全部

完成村卫生室修缮任务和村卫
生室新建任务，使全区村卫生
室面貌焕然一新，服务功能得
到进一步提升，有力地助推了
全区美丽乡村建设。

同时，平桥区卫生计生委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村卫生室
星级评定活动。按照市卫生计
生委下发的星级村卫生室十项

评定标准要求，辖区各村卫生
室加强管理，规范运行，从环
境、管理、业务 3 个方面积极开
展创评活动。经过村卫生室自
查、乡镇卫生院初审、区卫生计
生委复审、市卫生计生委验收，
全区 250 家村卫生室均创评达
标，被市卫生计生委评定为“五
星级村卫生室”。

信阳市平桥区

250家村卫生室喜摘“五星”

濮阳县人民医院
获评二级甲等医院

与会领导合影留念 李亚辉/摄

本报讯 （记者陈述明
通讯员李亚辉）1月4日，濮阳
县人民医院二级甲等综合医
院授牌仪式在该院外科楼大
厅举行。濮阳市卫生计生委
副主任石廷献、濮阳县政府副
县长杨艳虹等出席仪式。

在授牌仪式上，市卫生
计生委医政科科长何美玲宣
读了《濮阳市卫生计生委关
于批准濮阳县人民医院为二
级甲等医院的通知》。石廷
献在讲话中对濮阳县人民医
院成功创建二级甲等医院表
示祝贺，并肯定了全院干部
职工在创建二级甲等医院中

所取得的成绩。
濮阳县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院长李振华对出席此次
授牌仪式专家的到来表示
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
和帮助医院发展的各位领
导和干部职工家属表示衷
心的感谢，并就如何做好今
后工作进行表态。杨艳虹
表示濮阳县人民医院成功
创建二级甲等医院为各级
医疗机构树立了标杆，同时
就医院下一步工作提出具
体要求。最后，石廷献向李
振华授予濮阳县人民医院二
级甲等医院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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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以案说法》栏目现在面向基层（卫生
院、卫生室）医务人员征集在工作中遇到的相关
问题，本报将邀请专业法律顾问及相关部门专
家及时予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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