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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25日，全市卫计系统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会议召开，会议
传达全市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行动动员会议精神，安排部署了卫
生计生系统专项整治工作。各区（市）
卫生计生局、枣矿集团生活卫生管理中
心、委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与主管科室
负责人，委机关各科室负责同志参加了
会议。

市卫计委党委书记、主任杨宗河
深入全面分析了当前卫生计生系统安
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要求各级、
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复

杂性、艰巨性、长期性，深刻认识做
好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坚决克服
麻痹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进一步增
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把安全
生产作为卫生计生工作的基线和底
线，作为广大患者的“生命线”，作为
不可逾越的“红线”，以如履薄冰、如
临深渊的心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
根弦，居安思危，见人思己，未雨绸
缪，坚决堵塞漏洞、排除隐患。

就专项整治工作，杨宗河强调，
全市各级卫计部门要着力抓好隐患排
查整治，进一步创新隐患管理机制，

把隐患排查治理与专项治理等工作有
机结合起来，突出做好重点区域部
位、重点设施设备、重点物品物资、
重点环节安全工作的排查整治。要着
力抓好平安医疗卫生机构建设，积极
与公安部门沟通配合，深入推进“平
安医院”建设，加强医疗质量安全与
患者投诉管理，营造诚信可靠、温馨
可感的就医环境和医疗氛围。同时，
要着力抓好公共卫生领域安全防范，
认真做好重点传染病防控、食品安全
和监督执法，加强食源性疾病监测、
报告和事故应急处置，严厉打击各类

违法违规行为，净化医疗安全生产环
境。要着力抓好卫生应急救援处置。
强化各级卫生应急队伍建设，制定完善
应急预案，做好人员、装备和物资等准
备工作，按规定程序及时发布权威信
息，避免造成社会恐慌和负面影响。要
着力抓好责任体系，按照“谁主管、谁负
责”、“一把手负总责”的原则，建立健全
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制，对安全生产进行
全面彻底的排查整治，确保不留死角、
不留盲区，切实做好安全生产的各项任
务，确保医疗卫生机构安全稳定运
行。 （刘妍然）

未雨绸缪 堵塞漏洞

全市卫计系统启动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本报讯 8 月 28 日，市卫
计委机关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黄
大年同志先进事迹。认真观看
了《时代楷模发布厅-黄大年》
视频片和《大年》纪录片。

通过黄大年同志的生平介
绍，以及他的同事、学生和家人
等讲述的一段段感人故事，市
卫计委全体党员干部深受鼓舞
感动，许多同志在观影时不自
觉落下泪水。黄大年同志兢兢
业业、一心报国、无私奉献的赤

子情怀，用生命和行动向我们
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理
想信念和本色情怀。

学习活动结束后，党员们
表示要以黄大年同志热爱祖
国、默默奉献的赤子情怀为榜
样，在实际工作中争做黄大年
式的合格党员，并将与卫生计
生工作岗位实际结合起来，努
力为保障全市人民健康做出贡
献，真正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
责任和担当。

（孙言礼 王士坤）

市卫计委开展学习黄大年

先进事迹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全
市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了解
全市食源性疾病工作开展情
况,近日，市卫计委组织专家组
对各区（市）食源性疾病监测工
作的组织领导、业务组织管理、
工作实施与保障、技术培训和
食源性疾病暴发处置等开展情
况进行了督导检查。

督导组通过听汇报、查资
料、看现场的方式，听取了各区

（市）卫计局的工作开展情况汇
报，查阅了食源性疾病监测的相

关文件、工作记录、档案资料，并
对16家哨点医院进行了实地查
看。各疾控中心对上报的食源
性暴发事件，及时开展流行病学
调查和样品采集，提出有效的防
控措施。各监测哨点医院都有
公共卫生科牵头管理，组织本院
重点科室人员，加强业务培训。
肠道门诊、急诊、儿科门诊和消
化内科门诊等重点科室严格按
照食源性疾病病例诊断标准，对
诊断病例认真填写相关信息，及
时上报病例。 （边长玲）

市卫计委督导全市

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

本报讯 8 月 29 日至 30 日，
北京中医药大学枣庄医院院长王伊
光，党委书记解伟等带领院领导班
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专业技
术人员，对全院安全隐患进行了

“拉网式”排查。
此次检查先后现场查看了血液

净化中心、妇产科及高低压配电
室、水泵房、消防中控室、设备
层、信息化系统机房、中心供氧、
净化机房等部位，并对涉及医疗安
全、后勤安全、消防安全、信息安
全及设备安全等重要部位、环节都
进行了认真排查，针对发现的问题
逐一梳理、记录，并责成相关部门
论证、制定应对方案。

在检查过程中，北京中医药大

学枣庄医院院长王伊光要求各部门
严格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增强
敬畏意识、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具备整改条件
的要立即组织整改并追踪整改效
果，对尚不具备整改条件的要进一
步从制度、人员、技术、物质等方
面落实综合措施，加强监测、防范
和紧急应对的预案建设，不断完善
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保障医院各项
工作安全、平稳进行。

同时，医院各科室也同步开展
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工作，将安全生
产的相关要求传达到每一名职工，
切实做好安全隐患排查、防范、应
对工作，杜绝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王丹 摄影报道）

北中医枣庄医院“拉网式”排查安全生产隐患

基层速递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麻醉
质量管理和控制，8 月 27 日,
全市麻醉质量控制中心工作
会议暨《枣庄市麻醉质量管理
专题培训班》在滕州市中心人
民医院召开。会上，山东省千
佛山医院麻醉与围术期医学
科主任、外科ICU主任、山东
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月兰，山东

大学齐鲁医院医务处副处长、
山东省麻醉学会委员、前青委
副主任委员、山东省麻醉质控
中心副主任费建春分别作了

《麻醉与围术期安全》《2015
版国家麻醉质控标准解读和
三级综合医院评审麻醉核心
条款解读》等内容的详细讲
解。 （王开祥）

我市麻醉质量控制中心工作会议召开

8 月 24 日, 由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主办，滕州市妇幼
保健院承办的全国妇幼保健院
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
班在滕州开班。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会长陈资全、副会长李长
明、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于小
千、副秘书长宫露霞，山东省
妇幼保健协会会长、山东省妇

幼保健院党委书记、理事长郑
世存，副理事长高亚莉，枣庄
市卫计委主任杨宗河，滕州市
政府副市长康凤霞，滕州市卫
计局局长孟祥磊等出席开幕
式。来自全国妇幼保健院的
院长、专家共 500 余人参加
培训班。

（张厚宽）

全国妇保院学科体系建设培训班在滕州开班

8月31日，市中区举办健
康促进与教育岗位技能大赛
复赛选拔。经过初赛理论测
试选拔的八名选手进入复赛
阶段，选手们经过精心准备，

纷纷呈上了融知识、趣味等为
一体的科普讲座，进一步推动
全区健康促进与教育工作深
入开展。

(徐玉叶）

市中举办健康教育岗位技能大赛复赛

9月1日，是第十一个全
民健康生活方式日。今年“全
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的主题
是“三减三健”，即减盐、减
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
重、健康骨骼。山亭区于9月
1 日至 9 月 8 日在全区开展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宣传

周活动。以设置宣传站点、摆
放宣传展板、悬挂条幅、LED
字幕、发放宣传册等方式，向
群众普及核心知识，倡导践行
健康生活方式，树立健康文明
的生活理念，不断提高群众的
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张亚娜)

山亭开展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宣传周活动

8月21日，峄城区卫计局
举行健康促进与教育岗位技能
大赛，区疾控中心及全区9家
医疗单位的29名从事健康教
育的工作人员参加了比赛。此
次技能大赛分笔试和科普讲座

两部分，通过比赛，将在区疾控
中心、二级医院、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中各选拔1名优胜人员组
成参赛队，参加9月底举行的
全市健康促进与教育岗位技能
大赛。 （张维）

峄城举行健康教育岗位技能大赛

8月28日，台儿庄区举行
2017年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
技能比武大赛，台儿庄区中医
院以优异成绩获得比赛团体
一等奖。此次比武大赛有来
自两家区直属医院和 6 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30名选手
参加 ，包括中医类别执业（助

理）医师、全科执业（助理）医
师和护士。比赛分理论和操
作两部分，理论采用统一命
题、闭卷考试，操作项目采取
现场真人操作。大赛设单项
奖和团体奖，成绩优异的选手
将代表台儿庄区参加枣庄市
级比赛。 （孟凡伟）

台儿庄中医院获全区中医药技术竞赛一等奖

8 月 29 日上午，
市卫计委督导组到市
中区督导健康扶贫工
作。督导组查看了全
区健康扶贫工作相关
资料，并实地查看了
市中区人民医院、光
明路街道社区服务中
心 及 涝 坡 村 卫 生
室。 （徐玉叶 摄）

8 月 28 日，高新区兴仁街道匡
山头村第一书记范光计和村两委组
织了以市妇幼保健院老院副院长赵
小兵为团长，儿科、内科、眼科、妇产
科和超声检查等专家为团员的义诊
团，开展以“健康扶贫，医疗服务到
身边”为主题的义诊活动，受到了村
民的欢迎。 （胡忠华 摄）

市中讯 为进一步加强
医院作风建设，增强工作执行
力，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
工作效率，提升服务水平，8月
30 日下午，市中区人民医院
召开了全院“转作风、抓落实、
提效率”专题大讨论活动，全
院90多名中层以上干部管理
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上，与会人员结合自
己的工作逐一发言，深刻地
剖析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与不足，查找医院运行中的

实际问题，为自身发展和医
院工作提出整改意见。市中
区人民医院院长周爱国带头
对自身和医院工作之中存在
的不足进行了深刻分析，提
出了切实的改进措施。他提
出，全院干部职工要加强学
习，提高认识，强化整改，
保证实效。以人文医院建
设，打造真情管理、亲情服
务品牌，以超前思维谋划医
院长期发展。全院干部职工
要以此次大讨论活动为起

点，分批召开各科室专题大
讨论，从每一个员工做起，
查摆自身问题，将活动的要
求及措施落到实处。

通过此次大讨论活动，
市中区人民医院上下牢固树
立了作风建设常抓不懈的思
想，开启了医院改进工作作
风，提升服务水平的新局
面，推进了全院作风整顿工
作制度化、常态化，确保全
院各项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于潇涛）

市中区人民医院开展

“转作风、抓落实、提效率”专题大讨论活动

本报讯 9月2日，由枣庄
市放射学会主办、枣庄市妇幼保
健院承办的枣庄市第二届妇儿
影像与介入学术论坛暨2017枣
庄市放射学会年会召开。山东
省医学影像研究所副书记王涛，
枣庄市卫计委副主任沈象胜，来

自全市各级卫生机构的放射界
140余名专家参会。

此次论坛特邀国内儿科影
像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新华医院放射科副主任、上
海放射学会妇儿学组组长李玉
华博士，北京同仁医院硕士导

师杨本涛教授，山东省千佛山
医院影像科主任史浩教授，介
入放射学研究室副主任尚建强
教授，山东省影像研究所副书
记王涛教授，山东省影像研究
所博士生导师王锡明教授等，
分别就《胎儿神经系统磁共振

检查》《小儿胸部常见病影像诊
断》《高端CT在小儿心胸疾病
诊断中的应用》等方面进行了
具有学术前瞻性与临床实用性
的精彩讲座。

此次会议的举行，探讨交
流了儿科、妇产科影像及介入

学科领域的新成果、新进展、新
理念和新技术，进一步了规范
我市医疗机构妇儿影像诊断治
疗技术，提高了诊断治疗水平
和科研能力，促进专业合作与
交流。有力推动影像诊断及介
入治疗新技术更好地融入儿
科、妇产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实
践，对强化全市多学科会诊协
作和肿瘤规范化治疗，具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

（张兴文）

我市妇儿影像与介入学术论坛暨放射学会年会召开

力推新技术融入妇儿科临床

滕州讯 8 月 26 日，由滕
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呼吸内科承
办的“枣庄市医学会呼吸年会
暨微山湖红荷湿地胸部肿瘤诊
治会议”召开。中国哮喘联盟
总负责人、中华医学会呼吸病
学分会哮喘学组组长、中日友
好医院呼吸科主任林江涛，天
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科主任

冯靖，山东省医师协会呼吸医
师分会主委、省立医院呼吸科
主任林殿杰，山东省医师协会
诊断学分会主委、山东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呼吸科主任王伟，
山东预防医学会呼吸病防治分
会主委、千佛山医院呼吸科主
任宁康，山东省抗癌协会化疗
分会常委兼青委会主委、山东

省肿瘤医院内科主任刘杰，山
东省立三院呼吸科主任王言
森，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
科主任、教学实践管理处处长
姜鲁宁，枣庄市卫计委副主任
任怡春，枣庄市卫计委科教科
科长苏燕燕出席会议。

开幕式上，滕州市中心人民
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武宗义

代表医院致辞，仪式由枣庄市医
学会呼吸分会主委、滕州市中心
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高志主
持，来自枣庄市各级医疗机构的
百余名代表参加了培训会议。

会上，滕州市中心人民医
院被授予“中日医院呼吸专科
医联体”成员单位。在随后的
学习培训中，与会的各位专家

教授就“慢性咳嗽诊治体系的
建立、介入呼吸病学快速现场
评价在肺癌诊治中的应用、硬
质胸腔镜的应用、虚拟导航技
术在肺外周结节诊断的应用、
慢阻肺风险管理新视角、肺癌
的精准医学治疗进展”等，进行
了规范化培训讲座。

此次培训，通过分享和交
流各位专家的学术前沿成果，
可提高早期肺癌的诊治率，并
为推动我市医疗行业的科技进
步和地方健康事业发展作出积
极的贡献。 （高志）

全市医学会呼吸年会在滕州召开

山亭区卫计局和计划生育协会每年度都从人口关爱基金中
拿出一定资金，通过“圆梦行动”帮助那些品学兼优、即将跨入大
学校门的计生家庭学生实现大学梦。图为8月30日,山亭区卫
计局为2017年考入大学的38名计生家庭学子发放“圆梦行动”
助学金。 （王雷 摄）

今年以来，山亭区妇幼保健院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妇幼保健
专家深入到村居或农村大集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情系群众
进村居 免费查体送健康”义诊服务活动。图为近日专家们在农
村集市向群众进行健康宣传和免费义诊。 （王雷 摄）

8月24日至25日，台儿
庄区卫计局举办2017年度全
区基层医疗机构病历质量评
比活动。按照公平、公开、
公正原则，台儿庄区卫计局
医政科按照统一标准抽取了
全区 5 镇卫生院和运河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90份内科、外
科和精神科病历参加集中评

审。抽调区级 4 名病历评审
专家集中培训，进行现场综
合评价。此次评比，实行病
历盲审制，全部病历遮盖单
位名称，进行了统一编号，
每份病历的评审结果评审专
家审核签字，最后由区卫计
局汇总评分。

（李秀文）

台儿庄开展基层医疗机构病历质量评比

近日，西岗中心卫生院将健康直通车查体工作纳入重要工
作日程，为做到查体“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医护人员深入村居、
社区，对辖区查体对象深入摸底排查，并实行定时定点一站式服
务的模式，为查体人员节约了时间。 （黄莉 丁大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