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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16 日上午，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微山县欢城
分院区启用仪式在微山县第三
人民医院门诊楼前庭广场举
行。枣庄市卫计委副主任任怡
春，微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刘
庆敏，微山县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兴平，微
山县欢城镇党委书记徐霆，枣
庄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院
长吴修荣及微山县第三人民医
院院长沈庆坡等相关领导出
席，100 余名微山县同仁们参
加此次现场会。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微山县
欢 城 分 院 区 是 在 国 家 、 省 、
市关于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部署推进医疗联
合体建设总体背景下，在前
期枣庄市妇幼保健院与微山
县卫计局签订 《微山区域妇
儿医学联盟合作协议》 基础
上，由枣庄市妇幼保健院与
微山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在

“微山妇儿医学联盟”合作框
架基础上共同批准成立，为
加快建设联盟内紧密型医联
体核心成员单位而建成启用。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欢城分
院区位于微山县中部，微山湖
东岸，欢城镇驻地中心，属两
省三县 （市） 交界，分院区占
地15亩，地理位置优越，交通
便利。拟设置妇产科床位 50
张、儿科床位30张。现一期先
行开放产科床位20张、儿科床
位15张，均由枣庄市妇幼保健
院常年派驻专家开展门诊与临
床业务工作，其中高级以上职
称7名，中级职称3名。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欢城分
院区的成立，能够切实促进微
山县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儿
科学科的发展，进一步带动该
院相关学科建设和医院管理水
平的完善，让微山老百姓在家
门口即能享受到“三级甲等医
院”的高水平专家、专科、专
业的服务。同时，两院间的往
来交流，对盘活枣庄市妇幼保
健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全面提
升欢城镇乃至微山县妇女儿童
医疗救治水平，推动区域妇幼
健康服务能力的跨越式提升具
有重大意义。

（记者 刘一单 摄影报道）

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 切实方便百姓就医

市妇保院微山县欢城分院区启用

本报讯 为推动科技成果
和适宜技术，鼓励新技术、新产
品在慢性病防治领域中进行推
广应用，枣庄矿业集团枣庄医
院与百慕迪携手，共同开设“枣
庄医院百慕迪慢性病防治中
心”，将“百慕迪生物电”高端科
技这一新型疗法落户枣庄。近
日，这家中心已正式揭牌。

据了解，百慕迪是一家拥
有多项生物电“无创血管正常
化”全球专利的再生医学机构，
所研发的生物电技术，经过10
年的基础研究，6 年的产品研
发以及数 10 种的细胞和动物
实验，上千次自愿者的人体实
验之后，这个再生医学中心推
出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生物核
技术，目前正式获得了国际医
学认证，并已在上海及全国各
大城市进行推广和应用。这项
疗法已与美国哈弗大学、梅奥

心脏中心等机构开展多项临床
技术合作，证实了其独特的有
效性。该项先进技术有望成为
医药、疫苗之后第三种扼制慢
性疾病“流行”的颠覆性疗法。

“百慕迪生物电”技术通过激活
人体血管内皮细胞再生增殖，
分离粘连的血红细胞并使其恢
复正常携氧及代谢，从而预防
及改善一系列与血管相关的慢
性疾病。

要预防疾病，最重要的还
是要从血管——这个疾病之

“源”入手。来自百慕迪最新技
术“生命核”就是将传统医疗与
高新生物电科技相结合，它是
一款拥有多国专利的二类医疗
器械治疗技术，利用创伤电流
信号来激发人体再生修复系
统，从而达到扩张血管、恢复血
管壁弹性、加速血液循环的作
用。（记者 杨军 摄影报道）

本报讯 9月9日，市立医
院风湿免疫科牵头，联合妇科、
产科、泌尿外科（男科）、小儿内
科、内分泌代谢科、康复理疗
科、检验科、病理科、超声科、医
务部、门诊部及枣庄市妇幼保
健院生殖中心，共同组建成立

了我市免疫生殖协作组。
市立医院副院长、风湿免

疫科主任王凌主任医师主持协
作组成立会议，以“精诚合作，共
谱未来”为题介绍了协作组的筹
建过程，并针对我市免疫生殖专
业发展现状、协作组成立的重要

性、各协作单位及科室的工作职
能等进行了详细讲解。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刘湘源
教授应邀出席活动，对枣庄市
免疫生殖协作组的成立表示祝
贺，对此种跨专业、跨医院的多
学科协作模式给予高度评价，

并以“风湿免疫在不良妊娠中
的作用”为题做精彩讲座，让与
会人员对“免疫因素与异常妊
娠”及协作组成立的必要性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

会上，各协作单位及相关
科室的专家对这种多学科合作

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各
自的学科优势及下一步协作重
点进行了交流。大家对免疫生
殖协作组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和
期待，相信随着协作组的成立
及多学科间的合作交流，将进
一步推动我市免疫生殖学科的
发展。

协作组成立后，市立医院
院将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以协
作组为依托，更好地开展免疫
生殖门诊工作，为我市免疫生
殖患者安全孕育保驾护航。

（孙奇）

跨专业 跨医院 多学科协作

我市成立免疫生殖协作组

本报讯 近日，第二届
山东省医师协会感染管理专
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暨全省医
院感染管理质量会议在济南
召开。会议设置了医院感染
能力建设项目、医院感染管
理信息化、抗菌药物科学化
管理、感控医生能力建设项
目四个专项。枣庄市立医院
被评为“2016 年度全国医院
感染监测网医院感染横断面
调查先进单位”、“山东省医
院感染预防与控制能力建设
项目先进单位”。全省感控、

抗菌药物管理、微生物检验
等领域的专家共计 300 余人
参加了本次会议。

据了解，全国医院感染
监测网医院感染横断面调查
由卫生部全国医院感染监测
网、全国医院感染监测管理
培训基地开展，每两年进行
一次。本次横断面调查工作

分为各临床科室医生调查方
法培训、病例资料完善、网
络填报个案表和审核录入 4
个阶段。市立医院经过调查
方法培训和病例资料完善等
前期准备工作后，由各科室
临床医生对 2016 年 8 月 9 日
0 时至 24 时全部在院病人进
行调查并填报个案表进行网

络上报，由感染管理科历时
2 个月对全部病例进行了审
核和录入，由信息科针对上
报工作开发了现患率调查模
块，提高了上报、审核、录
入效率。

在医院感染能力建设方
面，市立医院于 2015 年 7 月
申请加入省医院感染预防与

控制能力建设项目，初期参
与了 4 个项目的监测：呼吸
机相关性肺炎 （VAP） 监测
与防控、中心静脉插管相关
血流感染 （CLABSI） 监测与
防控、泌尿道插管相关尿路
感染 （CAUTI） 监测与防控
和 MDRO 感 染 监 测 与 防
控； 2016 年 4 月又增加了
2 个 项 目 ： 新 生 儿 病 房

（ICU） 医院感染监测与防控
和血透事件监测。医院感染
预防与控制能力建设工作扎
实开展。 （冯其梅）

市立医院感染管理工作获殊荣

9月9日，山亭区人民医院第一分院康复医学科开始试运营。康复医学科是通过现代康复
医学治疗技术与祖国传统医学康复治疗技术相结合，诊治神经功能康复、脊髓损伤康复、骨伤
康复、儿童康复、老年慢性病康复、疼痛康复、心肺功能康复等。同时，该科还与山东省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达成合作，成为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康复医疗联盟理事单位。图为山亭区人
民医院党总支书记王道峰正在检查设备安装情况。 （张承 摄）

近日，枣庄矿业集团中心医院健康服务队走进周营镇一村，
开展了主题为“服务百姓健康行动”的义诊活动。为村民们进行
血压、血糖、心功能等方面的健康检查，并向大家宣传各类健康
知识。 （孙涛 魏传杰 摄）

9月14日，市精神卫生中心选派专家到山亭区凫城镇文王
峪村开展“服务百姓健康行动”义诊活动，受到村民们的一致称
赞。 (李庆春 摄）

9月15日，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程广舟（右一）带领其医疗团队成功完成了
医院首例腹腔镜下根治性膀胱全切术，术后患者恢复良好。但该项微创手术难度大、操作复
杂，目前只在全国较高级别医院及部分地区级医院开展，在基层医院开展甚少，这标志着该院
泌尿外科微创技术已步入国内先进水平行列。 （王磊 摄）

近日，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联合枣庄市政协农工党、无党派
界别小组、枣庄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在滕州市鲍沟镇圈里
村开展送医下乡活动，为村民提供义诊服务,并向村民们提供健
康咨询和临床用药咨询。 （王广立 摄）

9月19日，山亭区人民医院组织医护人员开展了健康促进
与教育岗位技能大赛科普讲座比赛。通过以赛促学、学以致用，
比赛进一步提升了医护人员健康教育技能及为民服务能力，收
到较好效果。图为参赛现场。 （王雷 摄）

9月11日至17日是全国出生缺陷预防宣传周，为进一步宣
传普及出生缺陷防控知识，9月14日，市中区妇保院组织医护人
员开展了以“防控出生缺陷，起航健康生命”为主题的宣传活
动。营造了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出生缺陷防控工作的良好氛围，
提升群众自觉接受出生缺陷防控干预服务的意识。(张敏 摄)

本报讯 9 月 20 日上午，
山东省妇女联合会副巡视员盛
巧俐和山东省妇联家庭和儿童
部部长盛淑慧一行来到市妇保
院调研儿童早期发展、系统化
管理、母婴康复及家庭教育等
工作。

调研中，她们一行参观了
医院门诊部、妇女保健部、儿童
早期发展中心、新生儿重症监
护室、儿童康复科等，并就相关
科室的基本情况、服务项目、发
展特色等进行实地调研，市妇
保院院长吴修荣向调研组重点
介绍了医院妇幼保健网络建
设、新生儿疾病筛查、儿童早期
发展进家庭、高危孕产妇管理
工作。

盛巧俐对枣庄市妇幼保健
院重视儿童保健工作给予了充

分肯定，对医院在医疗、保健等
诸多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给予
了好评，高度评价了医院在妇
幼保健机构建设、降低出生缺
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方面做
出的努力。

一直以来，枣庄市妇幼保
健院专业致力于妇女儿童的医
疗保健事业，积极开展促进儿
童早期发展的各项工作，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2016年医院儿
童早期发展中心被评为“全国
儿 童 早 期 发 展 优 秀 建 设 单
位”。今后，医院将进一步做好
儿童早期发展的各项工作，不
断提升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
为创建鲁南首选、省内一流、国
内知名的精品妇幼保健院奋勇
前行。

（张兴文 摄影报道）

山东省妇女联合会
到市妇保院调研

慢性病防治全新模式

入驻枣矿集团枣庄医院

近日，市中区卫计局党委同系统内单位党政正职开展廉政
谈话，市中区第二纪工委到现场指导。谈话要求各单位要进一
步强化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带头廉洁从政，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坚持举一反三，做好风险点防范，根据中央部署要求，按照党风
廉政建设要求切实抓好工作。 （徐玉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