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乐县

长葛市

日前，长葛市开展了艾滋病防治知识
宣传活动。活动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
资料等形式，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王正勋 侯林峰 张 璐/摄

洛阳市洛龙区

2020年12月1日是第33个“世界艾滋病日”，河南省各县（市、区）围绕
今年的宣传活动主题“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开展了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防治艾滋病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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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忠民 通讯员马 雷）睢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
求，推行“四个结合”，巩固健康扶贫成果，
助推健康扶贫工作取得新成效。

健康扶贫与深化医改相结合。睢县强
化县域综合医改工作，指导督促睢县人民
医院、县中医院积极落实现代医院管理制
度，推进乡镇卫生院同步落实基本药物制
度，实施“零差率”销售；对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进行效果评价，对医改工作中存在的实
际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制定整改措施，明确
整改时限。

健康扶贫与公共卫生服务相结合。睢
县推行贫困人口县域内住院“先诊疗、后付
费，不交押金”政策，严格落实“五个一”工
程，全县118个贫困村卫生室全部达到标准
化，并配备一名合格的乡村医生；继续落实
好30种大病救治工作，实行按病种付费，减
少群众医疗费用支出；组建家庭医生团队，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落实好家庭医生服务工
作，当好贫困人口的健康“守门人”。

健康扶贫与帮扶救助计生家庭相结
合。睢县建立计生特殊困难家庭“一对一”
帮扶联系制度。着力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

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足额兑现各
项计生扶助政策。

健康扶贫与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相结
合。睢县牢固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
将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健康”为中
心，坚持以预防为主，积极开展健康促进

“321”工作模式，实施重点传染病专病专防
行动、慢性病地方病综合防治行动、妇幼保
健行动、农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全民健身
行动，普及卫生健康知识，着力增强全县群
众健康素养，着力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的生活
方式。

本报讯 2020年12月1日是第33个“世界艾
滋病日”，当天上午，宝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
县计划生育协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一部分
医疗卫生机构，在县街心花园内开展“携手防疫抗
艾，共担健康责任”主题宣传活动。

现场通过悬挂横幅、摆放主题展板、发放科普
宣传材料及科普纪念品、现场咨询解答等形式，向
群众普及防“疫”、防“艾”知识，引导大家树立健康
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本次活动，共悬挂条
幅20余条，宣传展板十几块，设立咨询台9个，发
放安全套1000余只等。 （杜如红 高 铭）

本报讯 12月1日，舞钢市第33个
“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在垭口鑫源
广场举行。

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医
务志愿者在活动现场设置了咨询台，
摆放了艾滋病防治工作宣传展板，悬
挂横幅等。舞钢市相关负责从在现场
慰问了艾滋病防治工作人员，并进行
了互动交流。

为了做好本次“世界艾滋病日”宣
传，舞钢市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
组织市直医疗机构和各乡镇卫生院采
取多种喜闻乐见的形式，进一步宣传

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提高群众对艾滋病防治工
作的认识，不断增强群众“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
责任人”的理念。

据了解，舞钢市还积极组建艾滋病宣传志愿
组织，目前网上注册志愿人员100余人，组成多组
服务小分队深入校园、社区和村组，为身边的艾滋
病患者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提供力所能及的贴
心服务，让他们重拾生活信心，时刻感受到社会大
家庭的温暖。 （杜如红 段泓涛 陈会召）

本报讯（记者乔晓娜 通讯员林继东）11月30
日，方城县分别在全县城乡组织开展了“世界艾滋
病日”集中宣传活动。

方城县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县
卫生健康委员会、县红十字会、县总工会、县妇女
联合会、县直各医疗卫生单位开展了大型主题艾
滋病防治宣传活动，在县城凤瑞路举行。方城县
各有关单位和医疗机构人员、社区群众共500余
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张贴宣传海报、摆放
艾滋病宣传展板等方式，宣传防治艾滋病知识。
方城县政府副县长魏武在活动现场，向群众发放
宣传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向群众进行艾
滋病防治知识宣讲；各医疗机构通过开展义诊咨
询，发放宣传资料，免费发放避孕药具，大力宣传
艾滋病预防的基本知识、感染风险、预防措施等。
在活动中，医务人员共发放宣传品12000余份，解
答咨询 520 人次，义诊 350 余人，发放避孕药具
1460盒等。

11 月 27 日，西
平县老区建设促进
会、县卫生健康体育
委员会、县教育局、
县第一初级中学、县
艾滋病防治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联合举
行了 2020 年西平县

“世界艾滋病日”主
题宣传进校园活动。

在活动中，西平
县卫生健康体育委
员会主任王小杰宣
读了“预防艾滋病
共建美好家园”倡议书，县第一
初级中学学生代表进行了《珍爱
生命 关爱他人 远离艾滋》主题
演讲，随后进行了签名活动。

丁宏伟 胡志新/摄

11 月 30 日上午，
舞 阳 县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联 合 教 育 体 育
局 在 舞 阳 县 第 二 高
级 中 学 开 展 艾 滋 病
防 治 知 识 进 校 园 活
动。

活动现场，舞阳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专家向大家讲解了艾
滋病的危害、传播途
径等知识，并着重强

调各个班级的班干部担当防艾
知识宣传员，向同学和家庭传播
防艾知识。其间，大家还进行了
签名活动。此次活动共发放艾
滋病宣传折页 3000 份，笔记本
200 本，竞答纪念品 30 余份。

王明杰 贾丽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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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张
磊 胡 静）2020年12月1日是第33个世
界艾滋病日，洛阳市洛龙区组织开展了

“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
在活动中，洛龙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以“携手抗疫防艾，共担健康责任”为主
题，组织各镇（街道）卫生健康办公室积
极对接辖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一级医院等医疗卫生机构，强化宣
传教育针对性，以老年人、流动人口、青

年学生为主，通过专题讲座、现场
主题宣传、组织观看宣传视频、同
伴教育等形式，开展艾滋病防治
知识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
企业、进工地、进村入户“六进”活
动，以全面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

“六进”活动形式多样。其
中，安乐镇政府联合安乐镇卫生
院在宣教活动中设置艾滋病、新
冠肺炎知识抢答环节，向居民、企
业工人、中学生等发放艾滋病宣
传笔记本、抽纸、环保袋800余份，
洗衣粉 70 余份，水果篮 20 余份；

河南科技大学医院、翠云路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李楼镇卫生院等医疗机构
组织开展专题讲座13次，采用台上台
下互动方式，对学生和辖区群众进行
了艾滋病的基本状况、传播途径、预
防措施、人文关怀等宣传，帮助群众
形成“预防艾滋，人人有责”以及养成
健康生活方式的决心。

统计显示，本次活动共设置咨询
台 37 个，悬挂横幅标语 50 余幅，布置
展板 70 余块，发放《预防艾滋病知识
手册》《预防性传播性疾病》手册等抗
疫防艾宣传资料9000余份。

本报讯 温县所有（公办、民办）中小学以及幼
儿园将要配备卫生健康副校长……近日，温县教育
局联合温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从全县医务人员中选
聘出223名业务骨干，担任全县中小学的卫生健康
副校长。

此次选聘卫生健康副校长的范围是温县各乡
镇卫生院、县直各医疗卫生单位中从事卫生工作的
人员，选聘条件是政治素质高、品德优良、作风正
派、热心学校卫生健康教育工作；具有医学专业背
景，从事相关工作3年以上，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
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具有医（技）师资格证书，身
体健康，能胜任卫生健康副校长岗位职责。卫生健
康副校长由温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县教育局共同颁
发聘任证书。卫生健康副校长实行聘任制，原则上
任期3年，期满可续聘。

卫生健康副校长的主要职责是协助校长依法
依规落实学校卫生健康工作，实施学生健康状况
监测和师生健康教育工作，协调学校与医疗卫生
机构建立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协助制订学校卫生
工作规划和计划，参与、指导、督查学校卫生管理
工作；指导学校开展健康教育，用专业知识影响师
生及家长，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协助抓
好传染病防控、慢性病防控（近视防控、口腔健康
等）、心理健康等重点卫生工作的落实，促进学生
体质健康状况不断改善；协调与属地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疾病控制机构的联系沟
通，促进学校、医疗卫生机构、疾病控制机构建立联
防联控工作机制。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卫生健康副校长同时享
有优先获取学校卫生健康相关资料的知情权；享有
列席学校涉及卫生健康议题校务会的参与权；享有
学校卫生健康工作的建议、督促指导权；享有教育
部门给予有关荣誉奖励的权利；享有卫生健康、教
育行政部门达成共识的其他权利。同时，温县教育
局要严格落实健康教育课程计划，把卫生健康副校
长工作和学校卫生管理工作情况作为学校考核的
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学校要积极支持卫生健康副
校长开展工作，落实办公场所，提供必要的办公设
施；建立健全与卫生健康副校长的工作联系机制，
主动安排卫生健康副校长参与和指导学校卫生管
理工作和健康教育计划的制定和授课；定期或不定
期与卫生健康副校长研究学校卫生工作；建立卫生
健康副校长工作档案，定期向当地教育部门报告本
校卫生工作开展情况。（王正勋 侯林峰 朱宝军）

11月25日，卢氏县人民医院开展“门诊就诊发热患者为疑
似新冠肺炎患者”的应急预案演练。通过本次应急预案演练，卢
氏县人民医院进一步强化了预检分诊、环境消毒、新冠肺炎病例
的筛查诊断、职业防护防控知识培训等工作，优化了工作流程，
完善了院感防控方案及应急预案。

刘 岩 石玉芬/摄

本报讯（记者赵忠民 通
讯员刘志国）近年来，宁陵县妇
幼保健工作以“一法两纲”为核
心，以加强“降低两个死亡率、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为重点，以
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为目
标，依托妇幼临床，强化妇幼卫
生人员培训，努力完善三级妇
幼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妇幼保
健机构服务能力标准化建设，
全面落实妇幼健康各项工作任
务，提升了全县广大妇女、儿童
的健康水平。

一是加强民生实事“两筛、
两癌”免费筛查工作。该县卫
生健康委员会多次召开专题
会、推进会，制定有效措施，确
保疫情期间此项工作有序开
展。目前，该县各项指标任务
均已完成过半，并稳步推进。

二是加强全县孕产妇妊娠
风险评估。该县提升孕产妇系
统管理质量，实行高危孕产妇

分级管理，严格高危转诊制度，
确保高危孕产妇分娩安全；每
月乡村两级摸排，及时掌握孕
情；严格按照规定频次进行随
访管理，督促孕产妇及时检查、
按时待产，有效预防意外发生
和家庭分娩的发生。

三是加强“危重孕产妇救
治中心”“危重新生儿救治中
心”建设。在县级建立危重孕
产妇救治中心 2 个，危重新生
儿救治中心 2 个，各乡镇卫生
院建立孕产妇急救组，成立了
由县妇幼保健院牵头的“宁陵
县妇幼专科联盟”。

四是抓好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妇幼保健项目。该县抽调县
妇幼保健院专业人员对辖区承
担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及乡村医生进行培
训等。目前，该县母子健康手
册已发放 4904 本，增补叶酸
540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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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陵县

强化妇幼健康工作

睢县“四个结合”巩固健康扶贫成果

携手抗艾携手抗艾 共担责任共担责任

12 月 1 日上午，
滑县健康教育所、县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合县总工会、县妇
女联合会共同开展
了“携手防疫抗艾，
共担健康责任”艾滋
病日主题宣传活动。

当天，滑县在县
人民会堂前广场开
展了现场咨询、知识
问答、义诊服务、免
费发放避孕药具和
宣传品等活动。同
时，滑县还组织多家
医院、卫生院开展预
防艾滋病知识进学
校、进社区、进企业
活动。

李 忠 韩 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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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述明 通讯员郭
慧娜）12 月 1 日，南乐县紧紧围绕“携
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宣传主
题，开展一系列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

南乐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县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县人民医院、
益民医院等县直医疗卫生单位和
相关成员单位的志愿者在县政和
公园广场开展宣传咨询活动。工
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宣传用
品、解答群众疑问等多种形式普及
艾滋病防治知识。为了做好此次宣
传活动，南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专门制作了不干胶挂历、多功能笔、

抽纸、水杯、手提袋、折页、手册等一
系列宣传用品。

据不完全统计，本次活动共发放
宣传折页、手册 2000 余份，宣传挂历
500 余份，安全套 300 余只，其他宣传
用品 20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500 余
人次。南乐县直其他医疗机构、各乡
镇卫生院也同时在本区域内开展了宣
传咨询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