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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星期二 己亥年十一月初八

要 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9日下午就我国
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
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
强调，充分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
和优势，借鉴国外应急管理有益做法，积极推
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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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CT临床规范化应用联合
培训基地”落户河南省省立医院

河南评出医改创新举措和医改典型案例

河南举办首届高职临床医学
专业教师综合能力竞赛

河南省举办“世界艾滋病日”
主题宣传活动

垃圾分类 医院在行动
本报记者 刘 旸

本报讯（记者朱晓娟 史 尧）11
月 30 日上午，河南省艾滋病防治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举办的“世界艾滋病日”
主题校园宣传活动在河南财政金融学
院举行。来自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及周
边高校的学生、省市区疾控部门、医疗
单位的防治专家以及志愿者共3000多
人参加了“防艾专家进校园”及校园广
场宣传等活动。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
长戴柏华、副秘书长黄东升，河南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阚全程、副主任黄
红霞，省教育厅总督学李金川，共青团
河南省委副书记李丽等参加了宣传活
动。

2019 年 12 月 1 日是第 32 个“世界
艾滋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社区
动员同防艾，健康中国我行动”，旨在
发挥社会组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
优势和作用，强调个人健康责任意识，
动员各部门和全社会的力量，共同防
控艾滋病，推进健康中国行动。今年，
河南省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组织全省各地
开展了一系列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
使艾滋病防治知识覆盖人群和地区不
断扩展，防治工作氛围更加浓郁。

阚全程说，近年来，省卫生健康委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预
防为主、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持续强
化艾滋病防治措施，艾滋病防治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在3种传播途径中，
血液传播得到了根本遏制，母婴传播
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性传播成为主要
传播途径，所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
艾滋病患者应治尽治，病死率持续维
持在较低水平。虽然青年学生感染人
数总体不多，但增长比例处于较高水
平。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省领
导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高校艾滋
病防治工作，强调实行高校“一把手负
责制”。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卫生健
康委等部门协调联动，在全国率先开
展新生入学艾滋病宣传教育和自愿咨

询检测工作，举办“美好青春我做主”红
丝带青春校园行、“防艾专家进校园”等
一系列活动，有效提升了青年学生的防
护意识和防控能力。

截至 10 月 31 日，全省现存活艾滋
病 病 毒 感 染 者 和 艾 滋 病 患 者 62924
例。1~10 月新报告 5011 例，同比增加
2例。疫情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疫情逐
渐稳定，增长趋势减缓。二是性传播
已成为主要传播途径，异性传播仍占
多数，男男同性性行为感染增多。新
报告病例中性传播占98%以上，男性同

性性传播增长迅速。三是感染人群多
样化，青年学生感染人数增长比例较
高，老年人感染病例较多。

活动当天，场内宣传活动——“防
艾专家进校园”通过专家访谈、有奖问
答、网络直播、文艺表演等形式，针对
艾滋病的传播、治疗、预防等一系列问
题，为现场及网上数万名大学生上了
一堂生动有趣的“防艾公开课”；校园
广场宣传活动也同期进行，学生、志愿
者和医务人员开展了合唱快闪、有奖
抢答、咨询义诊、志愿者宣誓和签名等

活动，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展示艾滋
病防治宣传成果，展现青年学生参与
艾滋病防治的热情。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青年志愿者协
会杨同学说：“在本次活动中，我们了
解了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怎样预防艾
滋病，以及遇到疑似病情该去哪些机
构进行检测等知识。今后，我们在洁
身自爱的同时，做到主动向身边的朋
友、亲属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呼吁大
家行动起来，共同抵抗艾滋病，共享健
康生活。”

本报讯（记者杨冬冬）从2019年
年初开始，医药卫生报社在全省范围
内征集2018年度医改创新举措、医改
典型案例，经过初评、网评、终评，最
终评出 10 个“河南医改十大创新举
措”和41个“河南医改典型案例”。11
月29日，2019年度全省深化医改经验
推广会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高峰论
坛揭晓了获奖名单。

今年是新医改启动 10 周年。10
年来，河南医改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
成效。全省构建了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保险、疾病应
急救助、慈善救助和商业健康保险等
多层次、全覆盖的医疗保障网，初步
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目标；

搭建了分级诊疗服务体系，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实现全覆盖，以药补医全面
破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稳步实施，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加快推进，优
质医疗资源实现下沉；启动了药品供
应保障制度改革，药品耗材集中带量
采购工作持续推进。

10年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坚持以基层为重点，实施人才优先发
展战略，加快推进“51111”工程和“369
人才工程”，推动医疗服务实现跨越
式发展；坚持预防为主，动员全社会
参与，推动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实现整
体提升，病毒性肝炎、癌症、艾滋病等
疾病的防治取得明显进展。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若石说，

长期以来，各地、各医院在推进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医联
体建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提升服
务质量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克
难攻坚、勇于创新，涌现出一批具有示
范推广意义的改革成果和典型经
验。此次获得表彰的“河南医改十大
创新举措”“河南医改典型案例”就是
其中的优秀代表。各地要认真学习受
表彰单位的经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责任担当，着力破解体制机
制难题，推动卫生健康系统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健康中原建
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
加出彩的绚丽篇章提供健康支撑。

本报讯（记者常 娟 通讯员李 靓）11 月 24 日，
2019年河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老办法）理论结业
考核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和全省26个考点同时举行。本
次考核采取手机远程考试的办法，考核内容涵盖18个
临床专业，10240名考生参加。这是河南最后一次进行
老办法住培结业理论考核。通过理论考核的考生将于
12月7~8日参加临床技能考核。随着技能考核的结束，
延续23年的老办法住培画上句号。

为了提高临床医师队伍素质，培养优秀医学人才，
根据原卫生部的统一安排，1996年河南省启动老办法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俗称老办法）。23年间，共培养住院
医师约10万人。在多年实践探索的基础上，2014年，原
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七部门出台《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正式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上升为国家政策性安排。为确保两者有效衔接，河南根
据“老人老办法、新人新要求”的原则，稳步推进住培制
度落地，并于2016年停止老办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的招收，于2017年全面要求全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新
录用拟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参加
新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确保到2020年所有新进医
疗岗位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师均接受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为使老办法和结业考核不走过场，达到应有
的效果，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要求各地加强过程管
理，严格结业考核资格审查，理论考试和技能考核全省
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统一划定合格线。理论考试合格
者，方可参加技能考核，力争使新老住培达到同质化效
果。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医生成长的必经之路，也是临床医学专业岗位聘
任的必要条件。根据文件要求，自2020年起，河南省基本建立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制度，全省所有新进医疗岗位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师均接受新的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同时，自2020年起，医师报考和聘任中级职称应具有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本报讯 （记者杨冬冬 通讯员
张进忠）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术+胸腔
穿刺术、换药术、四肢骨折现场包扎
固定，这些平时他们教学生的知识，
今天却成了他们的考题……12 月 1
日，河南省首届高等职业院校临床医
学专业教师综合能力竞赛落下帷幕，
全省 14 所举办专科临床医学专业的
高等医学院校的 42 名选手进行了为
期3天的专业技能比拼。

临床医学教育质量关系卫生事
业的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生命健康，关
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医学人才培养
质量关键在教师。此次河南省首届
高等职业院校临床医学专业教师综
合能力竞赛紧密贴近临床需要，采用
OSCE（多站式技能考核）方式，全面
考查参赛教师的职业素养、评判性思
维能力及临床诊疗技能操作水平。
竞赛组委会聘请具有丰富临床经验
和参加过国家大赛的专家组成评审
团队，对病史采集、体格检查、技术操
作、辅助检查结果判读和案例分析等
5站比赛进行评判。经过3天的激烈
角逐，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代表
队、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代表队和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代表队荣获
团体一等奖；参赛选手张翅、王莹、姚
静静、李伟杰、吴倩、王霖蕾、黄埔赟
荣获个人一等奖。比赛结束后，专家
们对比赛情况进行了集中点评。专
家们对参赛选手在竞赛中展现的娴
熟实践技能、良好综合素质给予了充
分肯定，重点点评了选手们在病史采
集、体格检查和技能操作中存在的问
题，受到参赛者好评。

此次河南省高职院校临床医学
专业教师综合能力竞赛，以真实案例
的临床工作流程为路径，贴近岗位、
贴近临床、贴近服务对象，全面考核
和展现医学专业课教师的岗位操作
技能、医患沟通能力、分析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和人文关怀、爱岗敬业精
神等方面的综合素质；通过竞赛真正
达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引导医学
教学与临床实际对接，提高教学质量
的目的，对培养高素质临床医学人才
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据悉，明年河南省将举办首届大
学生临床技能竞赛，进一步检验医学
教育成果，通过医教协同，推进医学
教育质量的提高。

本报讯 （通讯员闫良玉）11 月
30 日，中国医学装备学会“POCT 临
床规范化应用联合培训基地”落户
河南省省立医院。基地将为全省培
训POCT（床旁检验）人员，共同提升
医院 POCT 科学化管理水平，为临
床一线提供更精准的现场快速检测
服务。

POCT 是指利用便携式装备直
接在最贴近患者的地点完成标本采
集、检测和结果报告等整个流程的检
验，弥补了大型仪器不具备的个体化
服务及时间优势，在多种紧急情况下
的伤员救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POCT 的主要标准是不需要固
定的检测场所，试剂和仪器是便携式
的，并且可及时操作。近年来，由于
当今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
进步，以及高效快节奏的工作方式，
使得具有实验仪器小型化、操作简单
化、报告结果即时化的POCT越来越
受到了人们的青睐。由于各地发展
不平衡，POCT的使用存在不规范等
问题。此次“POCT临床规范化应用
联合培训基地”落户河南省省立医
院 ，将 培 训 相 关 人 员 ，逐 步 推 广
POCT的规范化应用，更好地方便临
床、造福患者。

12 月 1 日，《郑州市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
式实施，这也意味着郑州正式进入生
活垃圾分类时代。作为重要公共场所
之一的医院是怎样应对这一变化的
呢？

行动早于《办法》实施之前

“过期药品及其包装属于有害垃
圾，应该投放到红色垃圾桶内，喝后的
饮料瓶是可回收物，应该投放到蓝色可
回收垃圾桶内……”11 月 27 日上午，4
个身着不同颜色人偶装的“卡通垃圾
箱”出现在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门诊大厅内。在他们身边，4位身着相
同色彩服装的垃圾分类专管员不住地
向来往患者讲解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据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总
务科科长王建明介绍，为了做好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院方早在一个月前就联合
物业公司，成立医院垃圾分类专管员队
伍，配发四色标识服装，督促和引导医
院职工和患者及家属正确投放垃圾，宣
传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提高垃圾分类意
识，打造低感染率医院。11 月 27 日开
展的宣传活动，正是一次倡导更多人参
与生活垃圾分类的有益尝试。

不仅如此，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
心医院还在门诊、候诊大厅、楼道、病
房走廊等地按照垃圾分类方法设置四
分类、两分类等各种大小的垃圾桶300
余个；利用电子屏、展板、培训讲座和
每周五开展“资源回收日”活动等形
式，引导患者及家属自觉参与生活垃

圾分类。
同时，院内每一位保洁人员都随

身携带一张垃圾分类色卡，以便随时
拿出来向患者及家属讲解相关分类知
识。

“垃圾分类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
改变长期传统的生活方式，还需要人
人参与、从我做起，只有人人了解垃圾
分类相关知识，才能确保垃圾分类真
正取得成效。”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
医院副院长吴秋奎说。

专设医疗废弃物回收通道

医院作为极其强调消毒、卫生的
场所，人流量庞大。在开展生活垃圾
分类之前，医院医疗垃圾回收与管理
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那么，开展生
活垃圾分类之后，郑州市内的医疗机
构怎样继续做好医疗废弃物的回收工
作呢？

除了四色、双色垃圾桶，郑州市第
九人民医院还在每个病区、门诊科室
设置了一个专属垃圾桶——医疗废弃
物垃圾桶。在垃圾集中处理处的保洁
人员，每天都会对科室内已分好的医
疗废弃物进行称量并等待清运。

像所有的大型医疗机构一样，这
里的医疗废弃物回收有一套标准流
程：从源头分类、途中运送、末端分拣
等各环节，实施扫码全程垃圾分类监
管工作，管理人员可以在智能管理后
台实现全程监管，使医疗废弃物产
出、投放、运送、分拣责任明确，全程
追溯，有效提升了医疗废弃物回收工
作质量。借助信息管理系统，医疗废
弃物回收工作也将更加规范透明、可
追溯。

“在开始生活垃圾分类之后，我们

也将逐步借鉴医疗废弃物回收管理的
形式进行管理。”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总务科相关负责人说，现在，该院明确
了垃圾分类工作细则，定时、定人、定
职、定责，对公共场所的垃圾桶进行包
干监管；同时，院内70位保洁人员会在
生活垃圾分类开始的初期，巡视病区
垃圾投放点内的垃圾投放情况，对于
不规范投放的垃圾进行分拣装袋；对
各病区垃圾逐桶、逐包、逐层拆包检
查，对当天产生的垃圾称量登记、形成
台账。

公共场所监管仍是最大难题

根据《办法》，郑州市生活垃圾采
取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
他垃圾的四分类法，生活垃圾应当分
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置。

作为每天人流量大、动辄产生十
几吨垃圾的大型综合医院来说，来自
全国各地的患者对于垃圾分类的认识
不统一，导致对于急诊区域患者及家
属垃圾的投放监管尤为困难，干垃圾
中时常有掺杂，需要医院保洁员进行
大量的二次分拣工作；慢性病住院患
者自用的胰岛素针头，一些注射、采血
类医用仪器等产生的垃圾不好监管，
为病区里垃圾分类带来了一定的挑
战。

“长期以来，医院垃圾都是按照生
活垃圾和医疗垃圾分类进行管理的，
相信以后这样的管理更加精细化。”不
少医院的管理者认为，医院垃圾分类
任重而道远。不过，随着全社会的共
同参与，每一个普通人垃圾分类意识
的提高，加上院内外多方联动管理的
加强，医院内生活垃圾分类的问题将
会得到改善。

11月30日，医务人员向河南财政金融学院的学生宣讲防艾知识。 史 尧/摄

身着人偶装的垃圾分类专管员在向群众讲解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王建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