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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28 日，2017
年全市卫生计生工作暨计划生
育责任目标奖惩兑现会议在市
政大厦召开。市委副书记梁宪
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志
才、市政协副主席艾百灵出席
会议，市政府副市长刘吉忠主
持会议。

会上，市卫生计生委党委
书记、主任杨宗河作了题为《勇
于担当，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卫
生计生事业改革发展新局面》
的工作报告。他指出，2016年
全市卫生计生系统深入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以保
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促进人
口均衡发展为目标，凝心聚力，
锐意进取，深化改革，攻坚克
难，圆满完成全年各项任务，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三纵一横”
医联体建设、创建新一轮全国
计生优质服务先进单位、打击

“两非”综合治理性别比、健康
扶贫等工作得到国家、省卫生
计生委认可、表彰和推广；全面

两孩政策平稳实施，计划生育
工作实现转型突破；校地合作
全面深化，中医药事业蓬勃发
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取得阶
段性成果；“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基层党建等工作受到省、市
委督查组的充分肯定。

杨宗河在报告中指出，
2017 年全市卫生计生工作要
以推进健康枣庄建设为主线，
以抓落实为主旋律，持续巩固
成绩、深化改革、拓展内涵、
提升能力，全面加快“十三
五”卫生计生事业发展进程。
一是坚持协同推进，加快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分级诊疗制度
建设、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与
健康服务业发展，完成全市二
级以上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
改革，积极推行“互联网＋医
疗”便民服务，改善群众就医
体验；二是坚持转型发展，改
革完善计生服务管理，有序推
进全面两孩政策落实，严格计
生监督管理，优化计生服务管

理体系，提升基层计生服务管
理水平；三是坚持防控结合，
完善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妇幼
健康、基层精神卫生服务能力
建设，不断提高公共卫生服务
能力和水平。四是坚持惠民利
民，大力推进医疗卫生重点项
目建设，积极实施社区卫生强
基工程，加快中医药事业发
展，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
效能。五是坚持党建为要，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行
风建设，强化绩效管理，打造
卫生计生行业新形象。六是坚
持统筹兼顾，加强人才队伍、
卫生法治建设，强化平安创
建，构建整体推进的良好格局。

梁宪廷充分肯定了 2016
年全市卫生计生工作取得的显
著成绩，深刻分析了当前卫生
计生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对做
好 2017 年的重点工作作出了
安排部署。他要求各级各有关
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卫生与健
康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

迫性，把卫生计生工作置于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布局中
谋划与推动，切实为全市人民
提供更高水平的卫生计生服
务。一要坚持医药、医保、医
疗“三医联动”，把握关键环
节，落实配套政策，连环推进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二要完善
服务管理，助推计生转型发
展。继续把打击“两非”综合
治理性别比作为计生工作的重
中之重，全力推进妇幼保健和
计生技术服务资源深度融合，
全面梳理并修订完善计划生育
相关制度，切实筑牢计生工作
网底。三要完善兜底措施，强
力推进健康扶贫任务落到实
处。做到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和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三项制
度对农村贫困人口全覆盖，并
实行政策倾斜，加大商业健康
保险和临时救助对健康扶贫的
支持力度，所有三级医院与县
级医院要建立稳定持续的一对
一帮扶关系，确保帮扶效果。

四要抓住政策机遇，不断提升
中医药事业发展水平。完善中
医药发展政策，健全中医药发
展统筹协调机制和工作机制，
大力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加
快中医药人才队伍培养，推进
中医医联体建设，加快优质中
医资源共享、下沉，不断扩大
中医药文化影响力。

会上还对 2016 年度人口
和计划生育责任目标执行、打
击“两非”综合治理出生人口
性别比情况进行了通报并表
彰，签订了 2017 年度卫生工
作目标责任书，滕州市、薛城
区、峄城区分别作了大会交流
发言。

各区（市）长、分管副区
（市） 长，卫生计生 （人口计
生） 局长，计生协常务副会
长，各镇 （街道） 党委书记、
计生办主任与市人口计生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市
直卫生计生系统部分干部参加
了会议。 （张萌）

保障百姓身心健康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2017年全市卫生计生工作暨计划生育责任目标奖惩兑现会议召开

本报讯 2月23日，借助北
京中医药大学平台北京中医药大
学枣庄医院成功完成我市首例内
镜下经鼻蝶巨大垂体瘤切除术，
手术后隔日病人就能下床，活动
自如，未出现任何术后并发症。

2月初，我市一名患有巨大
垂体瘤病人前往北京天坛医院就
医，经过漫长的排队等待，手术
日期显得遥遥无期。家人经商定
后返回枣庄并住入北京中医药大
学枣庄医院准备接受治疗。

此例病人为典型生长激素分
泌型垂体腺瘤,垂体肿瘤直径超
过3cm，属巨大腺瘤，手术难度
极大、风险极高。而且病人心脏
肥大，瓣膜功能减腿，靶器官受
损严重，术后有引起严重脏器功
能代偿不足，甚至脏器衰竭可
能。北中医枣庄医院神经外科专
家团队与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
宗绪毅主任成功进行业务支援对
接，很快确定了手术方案及具体
时间。在神经外科专家及麻醉科
专家充分术前评估和准备后，2
月 23 日，病人被推进手术室进
行手术，手术前后历时不足 30

分钟，术后拔气管插管待麻醉复
苏后返回普通病房。手术是在内
镜下操作，通过鼻腔自然通道，
顺利完整切除肿瘤。当天视力较
前便有明显恢复，隔日病人下
床，活动自如，未出现任何术后
并发症。

此例手术为枣庄地区首例经
鼻蝶入路内镜下垂体瘤切除手
术，真正意义上开创了神经系统
肿瘤在本地区微创治疗的先河。
同时，此例手术由国内甚至国际
顶尖专家操作完成，展现了北中
医枣庄医院的高起点标准，也是
实实在在的为枣庄及周边地区群
众服务的体现。

近两年来，北京中医药大学
枣庄医院神经外科购置了徕卡神
经外科显微镜、强生颅内压监护
仪、高标准开颅动力设备及显微
神经外科手术器械，基本上满足
所有神经外科疾病的诊疗，如重
型颅脑损伤的抢救治疗、高血压
脑出血的外科治疗、颅内及脊髓
内肿瘤的手术治疗，以及三叉神
经痛、面肌痉挛等功能神经外科
疾病的诊疗等。 （王丹）

北中医枣庄医院

完成我市首例经鼻蝶巨大垂体瘤切除术

医界前沿

本报讯 2月13日，市立医
院新城分院为一名5岁自闭症患
儿成功完成无痛静脉麻醉下核磁
共振检查。

无痛静脉麻醉下核磁共振检
查在市立医院新城分院还属首
例，该患儿入院后，影像科主任宋
照亮和护士长赵洪云立即安排科
室人员做好一切准备，考虑患儿
有可能出现呕吐、误吸、呼吸抑制
等意外情况，赵洪云迅速备好吸
引器、人工呼吸气囊、急救箱、静
脉输液等设备，以应对可能出现
的突发状况。同时，为患儿开通
绿色通道，一切准备就绪，静脉留
置、推药、患儿生命体征监护……
患儿很快进入熟睡状态。徐建文
和其他麻醉科医生亲自陪同患儿
进入检查室，全程监护。时间一
分一秒过去，守护在患儿身旁的
麻醉科医生不停地汇报患儿生命
体征。历时约15分钟，患儿顺利

完成检查，无任何异常，大家紧缩
的眉头终于舒展。观察 1 小时
后，患儿意识转清，情况稳定，家
长连声说：“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太感谢你们了！”

该名患儿无痛静脉麻醉下核
磁共振检查顺利完成，创造了市
立医院新城分院各科室合作的成
功范例，充分体现了多学科合作
的巨大优势，也标志着该院影像
科的业务开展及创新又迈上了一
个新台阶。

(赵洪云 管恩健）

[相关链接]

无痛镇静诊疗是指应用药物
手段以消除病人疼痛，减轻病人
焦虑和躁动，催眠并诱导顺行性
遗忘的治疗技术，适应于不配检
查者（婴幼儿、儿童及幽闭恐惧症
患者等）。

市立医院新城分院

完成首例患儿无痛静脉麻醉检查

本报讯 近日，枣庄矿业集团
中心医院成功救治一例隐性胎盘
早剥高龄产妇，由于抢救及时，为
产妇保全了子宫；同时，胎龄仅
33 周的新生儿经救治也已顺利
出院。

据了解，38岁的产妇因不规
律腹痛到该院就诊，经检查发现
产妇合并贫血、妊娠期糖尿病疾
病。在产科对症治疗后，通过密
切观察发现，孕妇血红蛋白短时
间内下降明显，考虑为胎盘早剥，

病情十分凶险，医院随即启动院
内危重孕产妇抢救预案，开启绿
色通道，行急症剖宫产，术中胎盘
早剥诊断明确。

早产儿出生后评分较低，被
转至新生儿监护室进行深入治疗
和护理。该患儿由最初依赖呼吸
机辅助呼吸、各器官功能不全的
危重状态逐渐好转，现已能自主
呼吸，且吮奶好、有活力，达到出
院标准。

（刘吉艳 薛飞）

枣矿中心医院

救治隐性胎盘早剥高龄产妇

为构建和谐健康，积极向上的工
作氛围，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医疗需求，
近期，市王开传染病医院举办了以“加
强行风建设，强化职业道德，改善服务
态度，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
为主题的优质服务月活动。

全体动员 扎实推进

在医院改善护理服务质量活动月
动员会结束后，护理部进行了精心的
组织部署，从护理专业的特点和实际
出发，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以
提高护理服务质量为主线，将活动划
分为宣传发动、试点、总结完善和普及
提高四个阶段，明确了各阶段的工作
任。1月5日，该院护理部组织召开了
全体护士长会议暨“优质服务月”活动
动员会，学习了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全
体护理人员要明确目标、认真实施、扎
实工作、以点带面、改善服务、力求实
效，要以优质服务月活动为契机，全面

提升全体护理人员的职业素质、服务
水平，提高病人对护理服务工作的满
意度。1月13日召开全院护士大会暨
查摆问题、提升护理服务质量讨论会，
并结合市党风政风行风评议活动领导
小组反馈评议问题清单及护理部组织
患者满意度调查结果中梳理、归纳的
六条与护理相关问题，对查出的问题
分类排队，剖析问题原因，制定了整改
措施，理出整改期限与责任人，为整个
活动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夯实基础 措施到位

以“夯实基础护理”为切入点，市
王开医院将“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理
念和人文关怀融入到对患者的护理服
务中，强化护士职责，细化服务内容，
优化服务流程，树立了护理服务新形
象。为此，护理部加大了对护理基础
知识的培训与学习，活动月期间先后
举办了《静脉治疗护理技术操作规

范》、《危重症患者评估与安全管理》、
《护患沟通》以及《护理不良事件安全
警示教育》等专题培训。另外，该院还
加强了对“三基三严”的培训，举办了
肺结核患者大咯血应急预案演练，提
高实际操作技术，对全体护理人员分
层次进行了核心制度、静脉治疗操作
规范及风险评估考试。同时，结合医
院实施的全方位绩效管理，护理部加
大了对护理核心制度、护理安全制度、
护理三基等内容进行了重点考核，落
实了护理安全措施，深化了优质护理
服务工作内涵，提高了临床护士的沟
通能力。

上下联动 齐抓共管

围绕改善护理服务质量活动月主
题，在护理部的精心安排下，全院十六
个护理单元，积极响应，迅速行动，围
绕科室护理工作重点，认真查找工作
短板，自觉找缺补差，坚持有效推进，

不断夯实组织基础，转变行业作风，创
新活动载体，多措并举，有声有色，取
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全院各个科室还针对工作性质不
同分别组织了《火灾的紧急预案处理
程序》、《用药错误的应急预案处理程
序》、《肺结核患者发生大咯血时的应
急预案处理程序》、《手术中发生地震
的应急预案处理程序》等培训演练，
真正做到专业知识牢固掌握、专业技
能灵活运用，全面提高全院护理人员
的综合素质。同时，护理部根据医院

“优质服务月”活动的要求，并利用
夜查房及日常督导的机会全面考核了
核心制度及各项规范落实情况，进一
步强化了护士对护理工作核心制度及
各项规范的认知，牢固树立责任意
识、质量意识、安全意识及法律意
识，达到人人掌握并落实到日常工作
中去，切实使护理服务质量得到全面
提升。

夯实基础 提升质量 转变作风
——市王开传染病医院改善护理服务质量活动纪实

□徐艳松

本报讯 3月2日上午，北
京中医药大学枣庄医院隆重举
行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枣庄医院
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分行全面战略合作"银医通
"自助系统启用仪式。市中医药
管理局局长解伟，北京中医药大
学枣庄医院院长王成祥，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张东海，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保处信息
中心主任冯宪辉及医院领导班
子成员出席仪式。

“银医通”自助系统项目总
投资 200 余万元,其中主设备
27 台，配套读卡器 100 台，凭
条打印机100台。通过信息化
手段和专业化管理，系统不仅
实现了自助发卡、自助挂号、自
助缴费、自助充值和自助打印
等全过程自助服务功能，而且

可以顺利使用社保卡，实现医
保、银行、医疗单位缴费一卡通
的便捷服务模式，改变了医疗
卫生行业传统的服务模式，丰
富了服务手段，减少了患者排
队等待次数和时间，惠民便民
的同时也减轻医院工作人员工
作量，降低了运行成本。

“银医通”自助系统的上线
启用是中国工商银行枣庄分行
和北京中医药大学枣庄医院的
共赢合作，是医院进一步落实
公立医院改革精神，推行便民
惠民措施的一次成功尝试，标
志着医院在信息化建设方面迈
出重要的一步,必将进一步提
高医院的经营管理水平，提升
医疗服务质量，为我市医疗卫
生事业谱写新的篇章，让百姓
切实体会到此项合作带来的便
利和实惠。 （王丹）

北中医枣庄医院

“银医通”自助系统正式启用

本报讯 近日，枣庄市
立医院新城分院保健科引进了
肺功能检测仪，方便了周边地
区肺功能检查的需要。肺功能
检测仪是除了胸片、肺 CT，
肺功能检查的另一项十分重要
的检查手段。肺功能检查对身
体无任何损伤，无痛苦和不
适，敏感度高、重复检测方
便，价格低廉，病人易于接
受。相较与胸部 CT、肺 X 线
片，其更侧重于了解肺部的功
能性变化。

肺功能检查对于哮喘、慢
性阻塞性肺病的早期诊断，评
估肺功能对手术的耐受力，以
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病情评

估，均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
义。肺功能检查包括通气功
能、换气功能、呼吸调节功能
及肺循环功能等。肺功能检查
能够早期检出肺、呼吸道病
变，鉴别呼吸困难的原因，判
断气道阻塞的部位。并可以评
估肺部疾病的病情严重程度，
外科手术耐受力及术后发生并
发症的可能性，以及对健康体
检、劳动强度和耐受力的评
估。同时，还可用于危重病人
的监护等。

肺功能检查对可疑哮喘、
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长期
吸烟者和预备手术的患者都是
十分必要的。 （高超）

市立医院新城分院

引进肺功能检测仪

市中讯 为进一步传承和
弘扬雷锋精神，推进行业作风
和精神文明建设，3 月 4 日
上午，市中区卫计局组织全区
卫生计生系统医疗专家在光明
广场开展了学雷锋志愿服务活
动。

现场群众络绎不绝，天气
的寒冷阻挡不了医务人员的热
情。通过现场开展专家义诊、
无偿献血、健康教育宣传以及
优生优育知识指导和法规政策
咨询等，进一步传承我区卫计
系统志愿服务精神，展现我区
卫生计生工作者的精神面貌，
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此次活
动以“弘扬雷锋精神 护佑百姓

健康”为主题，共组织各镇卫
生院、光明路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区卫生计生监督所、
区疾控中心、区人民医院、区
妇幼保健院50余名医护人员开
展的大型集中义诊；区卫计
局、区卫生计生监督所、区疾
控中心立足本职工作，为群众
做好了优生优育知识、卫生监
督法规、传染病防控、健康教
育知识等方面的宣传工作。活
动现场共接受群众健康和政策
咨询300余人次，义诊200余
人次，发放宣传单3000余份，
无偿献血30余人次，活动取得
了圆满成功。

（徐玉叶）

市中卫计

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滕州讯 为确保 2017 年
度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扶助工作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
扶助工作顺利有序开展。连日
来，洪绪镇立足自身工作实
际，认真把握计划生育民生工
程工作的各个环节，分为三个
调查小组对 34 个行政村的计
生家庭符合奖特扶人员进行一
次摸排查。

经过一个多星期走访了
解，全镇共有 28 名基本符合

奖特扶条件。他们将通过个人
申请、初审、张榜公示、村委
评议后进行上报审批。对变化
情况和不符合人员进行及时调
整、取消。

此次走访慰问，对符合条
件对象逐一进行核实、申报和
公示，把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
用足、用好、用到实处，真正
让计划生育户政治上有地位，
生活上有保障，经济上有实
惠。 （崔瀚中）

洪绪镇

关爱计生特扶家庭落实处

3月4日，全市卫计系统在薛城区临山公园广场开展了以“弘扬雷锋精神，庇佑百姓健
康——枣庄卫生计生志愿服务在行动”为主题的大型志愿服务活动。来自全市各大医疗
机构的专家、志愿者向市民普及健康知识，为市民量血压、查视力、现场推拿、测血糖等，并
免费提供义诊所需药品。图为市口腔医院医生为群众检查口腔健康。（孙言礼 王玮 摄）

3月6日，由市妇女
联合会、市扶贫办、市妇
幼保健院联合举办的纪
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
节全市“关爱母亲 健康
扶贫行动”启动仪式在
薛城区临山公园举行。
来自市妇保院近 20 位
专家为500余位市民进
行义诊、健康宣教及各
类咨询服务，现场发放
健康处方 2000 余份。

(张兴文 摄）

3 月 3 日是全国第
十八个“爱耳日”。为
号召广大居民重视耳科
保健，减少耳聋发生，3
月 2 日上午，西岗中心
卫生院组织医护人员在
居民医保报销大厅门前
开展了以“防聋治聋，精
准服务”为主题的宣传
义诊活动。

（丁大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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