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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举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卫生健康系统100多人受表彰

河南全面推进社区医院建设
到2025年，50%的乡镇卫生院建成社区医院

省卫生健康委要求

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

河南超七成医疗机构
有了电子证照

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辖区常住
人口4万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
镇卫生院全部纳入社区医院规划建设
范围，到2022年，力争全省20%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和 30%的乡镇卫生院建
成社区医院；到 2025 年，40%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和 50%的乡镇卫生院建成
社区医院。这是河南全面推进社区医
院建设要达到的目标。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11 月 30
日下发通知要求，社区医院建设要健
全科室设置，加强基础设施设备建设，
重点健全临床、医技等科室设置，完善
房屋、设备、床位、人员等资源配备，加
强信息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提档
升级，注重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和综合
管理，优化就医流程，美化服务环境；
按照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规范设置
发热门诊或发热哨点诊室；加强门诊
服务能力建设，依据病种目录和当地
常见病、多发病诊疗需求，合理、规范

设置全科门诊、普通门诊和专科门诊，
按规定设置感染性疾病诊室（发热门
诊或哨点诊室），鼓励上级医院与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联合开设专家诊室、慢
性病门诊和特色适宜专科，有条件的
可设立心理咨询门诊；加强住院服务
能力建设，社区医院主要以老年、康
复、护理、安宁疗护床位为主，合理设
置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中医科等床
位，不断提升二级以下常规手术、正常
分娩服务能力，具备相应人员资质和
设施设备条件的，可备案开展限制类
医疗技术，开展手术操作的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应当设置手术室、麻醉科，结
合实际开设家庭病床；加强中医药服
务能力建设，社区医院应全部设置符
合标准的中医馆，提供包括中药饮片
等6种以上中医药服务技术，每个社区
医院至少培育 2 个中医优势病种和 1
个中医特色专科，推广使用至少 10 项
中医药适宜技术，中医诊疗量逐步达

到社区医院诊疗量的30%以上，支持中
医药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到 2022 年，
25%以上的社区医院中医馆应达到示
范中医馆标准。

省卫生健康委要求，社区医院要
加强医疗质量建设，建立上级医院临
床医师定期到社区医院执业带教和技
术指导制度，不断提升医疗质量，切实
保障医疗安全，逐步实现社区医院与
上级医院医疗服务质量同质化；完善
医疗机构感染防控制度，做好重点科
室（部门）感染防控工作。

在推动医防融合，加强传染病防
控能力建设方面，河南要求社区医院
强化传染病早发现、早报告能力，常态
化开展医务人员传染病知识培训，提
高社区医院在健康体检和日常诊疗过
程中早发现传染病的能力，落实预检
分诊制度，规范预检分诊流程；落实传
染病报告制度，提升法定传染病早报
告能力；进一步完善防护设施，强化社

区医院自我防护能力；强化重点人员
健康管理，规范做好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慢性病签约服务，配合做好新冠肺
炎康复出院人员等重点人群日常健康
管理和健康监测、心理支持等服务；以
全科医生为核心，加强全科诊室、家庭
医生工作室、健康小屋标准化建设，构
建高效协同、综合连续的医防融合机
制，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做好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成社区医院
后，仍然承担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其医疗机构类别不变，防
治结合的功能定位和公益性质不变，
财政补偿水平和优惠政策不降低。社
区医院建设要与“优质服务基层行”活
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城市医联体（县域医共体）建设、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有机衔
接，原则上应当达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或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推荐标准。

本报讯 （记者常 娟）11 月 27
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发文
件，要求全省各地深刻认识疫情防控
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危
机意识和底线思维，全面筑牢安全防
控屏障。

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各级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
心理、松劲心态，严格落实“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措施；始终坚持医疗机
构“院内零感染、院感零容忍”的态

度，进一步加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感
染防控工作，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各项
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感染发生，并
积极防范化解感染暴发风险，坚决筑
起医疗机构安全防控屏障。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党政负责同
志要亲自抓，进一步完善冬春季节新
冠肺炎等呼吸道传染病疫情防控机
制，专人专班负责，定期开展自查自
纠和整改效果再评价工作。要严格
遵循呼吸道发热门诊患者闭环管理
要求，规范诊疗流程，加强病例排查，
严格执行医疗机构感染防控制度，配
齐配足设备、人员，确保重点部门、重
点科室、重点环节的感染防控措施落
实到位；要持续加强医务人员个人防
护、清洁与消毒、医疗废物规范化管
理等工作，及时排查和消除风险隐
患。要建立大型综合医院人员、设备
支援机制，以备聚集性疫情防控所
需。同时，要进一步加强门诊候诊区
域管控，各科室候诊区做到候诊患者

“一米线”间距，严格执行“一人一诊
一室”，避免患者二次聚集；对于符合
条件的慢性病、老年病患者，处方用
量可以适当延长，减少患者来院就诊
次数。医学装备部门要依据国家政

策要求，进一步规范方舱 CT 等大型
医用设备招标、采购流程，落实医院
相关制度措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还要建立完善培训制度，进一步强化
全体人员传染病防治、感染防控知识
与技能培训，严守医务人员安全保障
的第一关口。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按照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切实履
行对辖区内各医疗机构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日常监督、管理和指导职责，
建立并完善疫情防控监管长效机制，
将定期监督检查和不定期抽查、专项
督查与日常监管结合起来，督促医疗
机构落实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和
规章制度。对于在督导检查定点医
院中发现的薄弱环节及风险隐患，要
立即建立整改台账，督促整改，并实
施跟踪问效；对不符合呼吸道发热门
诊建设与管理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
要限期完成改扩建工作，满足防控工
作需求；对行动迟缓等不能满足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感染防控工作要求的
医疗机构，取消其定点医疗机构资
质；对于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
规范，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依规
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本报讯 （记者常 娟）电子证照
是互联网便民服务的重要举措之
一。截至 11 月 25 日，河南有超过七
成的医疗机构，75.87%的医师、84.25%
的护士生成电子证照，电子证照工作
走在全国前列。11月30日，在国家卫
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召开的医师、护
士及医疗机构电子化注册工作暨培
训电视电话会议上，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介绍了经验。

2019 年4月，省卫生健康委向全
省印发河南省医疗服务监管电子证
照试点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卫生健康
委及省直医疗机构按照坚持服务为
本、坚持改革创新、坚持信息共享、坚
持安全可控的工作原则，认真组织实
施电子证照工作，并在国家拨付试点
经费的基础上，积极配套资金，与相
关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在原有医师、
护士、医疗机构电子化注册系统基础
上修改升级相关功能模块。同年 11
月20日，河南从三级综合医院中按照
信息化建设水平较高、互联网医院基

础较好的原则，并综合考虑西医、中
医、儿童医疗机构，选取河南省人民
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省中医院、河南省儿童医院4家医院
作为试点医院，积极开展电子证照试
点工作。

针对试点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省
卫生健康委及时召开电子证照试点
工作推进会，总结试点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制定解决措施；同时，每月对地
市电子证照生成情况进行汇总通报，
表扬先进，勉励后进，并鼓励 2020 年
医师资格考试合格人员完成电子化
注册后及时申领电子证照，确保年底
前完成任务。截至 11 月 25 日，全省
医疗机构 88410 家，已生成电子证照
的达 65033 家，占医疗机构总数的
71.52%；全省注册医师 351885 人，生
成电子证照的医师达277253人，占注
册医师总数的75.87%；全省注册护士
383121 人，生成电子证照的护士达
322779 人 ，占 注 册 护 士 总 数 的
84.25%，各项指标均居全国前五。

本报讯 （记 者
刘 旸 通讯员刘芙
蓉）11 月 28 日，河南
省妇女健康素养提升
行动正式启动，聚焦
全省妇女健康发展状
况，进一步提升重点
人群健康素养。

据河南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
周勇介绍，启动河南
省妇女健康素养提升
行动，是落实《“健康
中国2030”战略规划》
的重要举措，开启了
全省健康教育系统和
妇幼健康系统融合发
展、相互提升的创新
尝试。

行动启动后，河
南省妇幼保健院（郑
州 大 学 第 三 附 属 医
院）等项目单位将与
河 南 省 疾 病 预 防 控
制中心密切合作，针
对 河 南 省 女 性 健 康
素 养 宣 教 中 存 在 的
薄 弱 环 节 制 定 有 针
对性的干预措施，开
办孕妇学校、家长课
堂、女性健康教育课
堂，开发更贴近女性
需求的健康传播工具
包，制作标准化孕妇
学校课件等，切实提
升各级妇幼保健院的
服务能力，更好地为
广大女性提供服务。

截至目前，河南
省已有 518 家医院开
展了线上孕妇课堂，
共有 218 万人次进行
观看学习，线上孕妇

学校平台的学习人次位居全国
前列。

河南省妇女健康素养提升
行动启动后，将以重点人群为
抓手，进一步探索符合河南省
实际的相关工作模式与长效工
作机制，积极促进健康和教育
与日常健康服务相融合，全面
提升河南省妇女健康素养，保
障妇女健康。

本报讯 （记者陈述明 通讯员
佀晓阳 管松丽）11 月 30 日，濮阳市
委、市政府举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
彰大会，表彰一批在抗疫斗争中涌现
出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其中，濮
阳市卫生健康系统 100 多人受表彰。
濮阳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本立、市
油田总医院主管护师宋舒娟、市中医
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王海明等做
典型发言。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濮阳市卫生健康系统干部职工全力
以赴，坚守一线，为广大群众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筑起一道坚固防
线。1月21日，濮阳市卫生健康委组
织医疗机构规范预检分诊、发热门诊
和留观病区，迅速建立科学规范的防
控机制和医疗救治体系。1月27日，
濮阳市人民医院整建制接管市第五
人民医院，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和医疗
救治。1月27日下午，濮阳市卫生健
康委指令濮阳市油田总医院抽调5名
医生、10 名护士组成医疗队，连夜做
好出征准备。1月28日，医疗队员、应
急设备及防疫物资全部到位。濮阳
市人民医院、市油田总医院、市第五
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共 195 名医

务人员进驻隔离病区开展救治工作。
濮阳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

濮阳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
长刘洪洲带领首批医疗队进驻隔离
病区36天，精心制定“一人一策、一人
一案”的救治方案。一位长期患有高
血压病、糖尿病的确诊患者突发急
症，刘洪洲贴心守护48小时，直到患
者转危为安；市第五人民医院主任医
师孙敬涛每天加班至深夜，甚至通宵
达旦，连续80天没有回家；市人民医
院消化内科护士长孙坤然放下年幼
的孩子，不分昼夜安抚患者、采集标
本，经常一天一顿饭，5天瘦了近5公
斤；濮阳市油田总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主管护师宋舒娟（丢下哺乳期的孩
子，带着吸奶器和回奶药）和本院含
泪剪掉长发的护士丁慧利一起，冲上
医疗救治第一线；濮阳市中医院重症
医学科副主任刘海明战“疫”期间妻
子生产，却顾不上打个电话……

经过42天的艰苦战“疫”，濮阳市
累计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17例、疑
似患者109人次，在风险最高的岗位、
最艰难的救治一线，成功实现了“收
治率100%，治愈率100%，确诊患者零
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的目标。

近日，汝阳县人民医院胸痛中心收
到了一面锦旗。这面锦旗的背后，源于
一个精准的判断、一个及时的电话、一
次事关生死的挽留。

不久前，汝阳县东街社区的赵女士
突发心前区疼痛并向左上肢放射，伴胸
闷、大汗、恶心、呕吐，到汝阳县人民医
院急诊就诊。心电图检查结果显示：1.
窦性心动过缓；2.一度房室传导阻滞。
医生给予药物应用后，赵女士的症状明
显减轻，遂给予急诊观察。复查心电
图，经心内科医师会诊后，医生考虑患
者为不稳定性心绞痛，建议住院治疗，
并给予相关药物应用。半小时后再查
心电图，提示急性冠脉综合征，医生再
次要求赵女士住院治疗。当时，赵女士
感到胸痛症状缓解不少，拒绝住院治
疗，并中断观察，自行离开医院。

虽然赵女士已签字离开医院，但是

她的病情却牵动着该院胸痛中心医务
人员的心。考虑到赵女士的病情随时
可能发生变化，该院急诊科、心内科医
师多次联系她，建议她到医院复查。赵
女士复查心电图及心肌酶，结果显示为
急性心肌梗死。医生再次同患者沟通，
建议进行急诊冠脉造影+必要时PCI治
疗。赵女士以症状明显减轻为由，再次
拒绝入住监护室及急诊介入治疗。医
生与患者家属反复沟通，患者最终同意
接受冠脉造影检查。

冠脉造影检查结果显示，患者回旋
支近段完全闭塞，必须立即进行对症处
理，否则会对心肌造成进一步损害。经
球囊扩张，在回旋支近段植入支架后，
患者闭塞的冠状动脉实现了血运重建，
患者胸痛、胸闷症状消失，恢复良好。

每每想起此事，已出院的赵女士都
感觉后怕：“当初我要是执意离开，回家

发生心肌梗死的话，后果真的不敢想
象。要不是汝阳县人民医院医生、护士
极力挽留，要不是他们的专业判断，我
可就真的危险了。”

“时间就是生命！”汝阳县人民医院
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心内科一病区主任
申成宁提醒广大群众，胸痛发生后，高
度怀疑为急性心肌梗死的千万不要等
待，应立即呼叫120，尽快到最近的医院
就诊，完成首份心电图等检查；诊断为
急性心肌梗死的，一定要尽快乘120急
救车转诊至胸痛中心接受进一步诊
治。心肌梗死发生后，被救治得越早，
患者的获益越大。

12月1日，来自郑州市市场监管局的选手在认真答题。当天，2020年郑州市居民健康素养知识竞赛决赛在郑州人民广播
电台演播厅举行。来自郑州市委政法委、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郑州市医疗保障局、郑州市红十字会等单位的代表和社区居
民代表纷纷组队参与比赛。12支县（市、区）代表队、18支市直机关代表队晋级当天的决赛。郑州市审计局获得郑州市直机关
组一等奖，荥阳市获得县（市、区）组一等奖。本次竞赛活动由健康郑州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郑州市卫生健康委等联合主
办，旨在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推进健康郑州建设。竞赛内容涉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国公民健康
素养》《国家卫生城市标准》《郑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以及新冠肺炎防控知识等。竞赛分县（市、区）和郑州市直机关两个组
别，分选拔赛、决赛两个阶段进行。 刘 旸 丁友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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