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扎实开展入户走访

市卫计委党组认真落实市委、市

政府脱贫攻坚百日行动要求，早在 10
月 26 日，市卫计委党组书记、主任李

道丕带领全体党组成员、驻委纪检组

及干部职工 50 余人深入联系村蓬溪

县任隆镇矮垭口村、苏家沟村开展脱

贫攻坚调研帮扶活动。

通过走访调查，摸清了底数，入

户走访前，矮垭口村党支部书记冉莉

英向帮扶干部介绍了脱贫攻坚的基

本任务，目前完成的程度、存在瓶颈

等情况，使每名帮扶干部心中有了底

数，便于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

50 余帮扶干部都一一走访了帮

扶对接对象，了解他们生产生活情

况，倾听他们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并将及时收集的意见和建议反馈

给驻村工作队，便于有针对性开展脱

贫帮扶工作。

实施产业扶贫暖人心

年初，市卫计委筹集 12 万元帮助

任隆镇矮垭口村发展瓜萎种植 200
亩。

11 月 3 日，市卫计委组织 52 名帮

扶干部深入篷溪县任隆镇矮垭口村、

苏家沟村与广大群众一道开展十九

大精神宣讲、瓜萎种植管理技术培

训、收购瓜萎和入户帮扶活动。

市卫计委党组书记、主任李道丕

为矮垭口村 6O 余名党员干部群众宣

讲了十九大精神。他与大家一道回

顾了矮垭口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激发

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热

爱和拥护之情。紧密结合矮垭口村

贫困群众脱贫攻坚实际，详细解读了

党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和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等

重大战略决策。

市卫计委聘请中药材种植专家

副主任中药师何惜远教授为矮垭口

村、苏家沟村共 13O 余名药农讲解瓜

萎种植管理技术，以提高瓜萎种植品

质和产量。同时，协调遂宁全泰堂药

业有限公司收购鲜瓜萎 22870 公斤，

助农增收 4.574 万余元，坚定了药农

发展瓜萎种植的信心。

全体帮扶干部还进入贫困户家

中，了解和沟通上次走访入户反映问

题的解决办法措施，共为贫困户送去

帮扶发展生产资金 3.3 万元，受到广

大贫困群众的好评。

组织专家团队免费送医送药

10 月下旬和 11 月上旬，市卫计委

分别组织市中心医院、市中医院、市

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医务人员近 30 人，

分别深入到任隆镇矮垭口村、苏家沟

村、幸福桥村为群众开展义诊送医送

药活动，共免费义诊、健康咨询 460 余

人次，发放价值 7000 余元的日常药

品，开展秋冬季节常见疾病预防知识

讲座一场。

帮扶村的党员干部群众纷纷感

谢上级党委、政府和市卫计委领导的

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表示一定不忘

党恩，自力更生，通过自己和家人的

辛勤劳动，发展生产和家庭经济，努

力实现脱贫摘帽目标，不辜负上级领

导的殷切期望。

坚持每周入户帮扶一次

市卫计委要求各市直公共卫生

计生单位、市红十字会和委机关全体

帮扶干部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充分

认识脱贫攻坚和健康扶贫工作的极

端重要性。作为当前学习贯彻十九

大精神的重要工作，要熟悉脱贫攻坚

政策、工作手册、贫困户问卷调查等

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贫困群众

宣传十九大精神和脱贫攻坚政策。

全体帮扶干部坚持每周入户一

次，统一开展帮扶工作，结合老百姓

关心的看得见的农村实实在在发生

的变化，宣传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

开展感恩奋进教育，激发广大群众对

党和政府的热爱和拥护，共同努力打

好健康扶贫和脱贫攻坚战，实现脱贫

摘帽的目标任务。

帮扶村的党员干部群众纷纷感

谢上级党委、政府和市卫计委领导的

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表示一定不忘

党恩，自力更生，通过自己和家人的

辛勤劳动，发展生产和家庭经济，努

力实现脱贫摘帽目标，不辜负上级领

导的殷切期望。（全媒体记者 林智）

06 新闻热线：17790333960
责编：李志 林丽华 组版：席静
2017年11月15日 星期三

遂宁卫生

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 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 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
——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市卫计委多举措助推农村联系点脱贫攻坚

帮扶见实效 群众给好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廖媛媛）11
月 8 日上午 9 时，市卫计委认真组织

委机关和市直医疗卫生计生单位党

员干部职工医务人员 560 余人分别

集中收看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中央宣讲团报告电视电话会议电视

直播，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党史研

究室主任、十九大报告起草组成员曲

青山同志作了专题辅导报告。

报告会上，曲青山从党的十九大

主题和主要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过去 5 年的历史

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变化、“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战略部署、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

略部署、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八个方面，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了

系统、全面、深入的讲解。大家一致

认为，报告会原汁原味的传达了党的

十九大精神，让人倍感振奋。也让大

家对党的十九大精神有了更加深刻

的理解。

市直医疗卫生单位各科室也利

用工作间隙，组织职工同病员一道收

看了此次报告会。大家纷纷表示，要

把十九大精神的精髓融入到日常医疗

卫生计生服务工作中，凝聚思想、统一

行动，做先行先试、真抓实干的表率，

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服好务。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 廖
媛媛）近日，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罗

良娟一行走进我市卫计系统宣讲党

的十九大精神，来自市医疗卫生计生

单位、各县（区）卫生计生局 40 余名

党员干部代表认真聆听，并结合本职

工作就如何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

精神，推动卫生计生事业创新发展广

开言路，做了深入交流。

宣讲中，罗良娟结合卫生计生工

作实际，对十九大的丰富内涵、精神

实 质 进 行 了 全 面 的 阐 述 和 系 统 讲

解。罗良娟表示，十九大报告高屋

建瓴、博大精深，提出了许多新理

念、新论断，确定了许多新任务、新

举措，要带领各自相关工作领域，

深入学、系统学、专题学、反复学，

切实掌握党的十九大精神实质。罗

良娟还与市、县（区）卫生计生系统

的党员干部就学习十九大精神的体

会以及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等进

行了交流，要求卫计系统的党员干

部带头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扎实

开展教育培训，广泛宣传宣讲党的

十九大精神，紧密结合卫生计生工

作实际，抓好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强化督促指导，确保年度各项卫生

计生工作任务目标全面完成。市、

县（区）卫生计生系统的党员干部

一致表示，这次大会后，要结合岗

位职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推

进健康遂宁建设的实践中，发挥党

组织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地

服务百姓健康。

省卫计委宣讲团到我市卫计系统宣讲十九大精神

督导各项卫计工作落地落实

市直卫计系统干部职工

收看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报告会

儿童多动综合征简称多动症，主

要表现为与年龄不相称的注意力易

分散，注意广度缩小，不分场合的多

度活动，情绪冲动并伴有认知障碍和

学习困难，智力正常或接近正常。该

病多于 7 岁前起病，呈慢性过程。它

不仅影响儿童的学校、家庭和校外生

活，而且容易导致儿童持久的学习困

难、行为问题和低的自尊心。

多动症的症状多种多样，并常因

年龄、环境和周围人对待态度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那么怎样判断一个孩

子是否患有多动症呢？

1.活动多度。患儿上课时小动

作不断，屁股在椅子上扭动，手闲不

住，凡能碰到的东西总要碰一下。喜

欢招惹别人，常与同学发生争吵或打

架，易引起他人厌烦。

2.注意力集中困难。多动症患

儿对来自各方面的刺激几乎都起反

应，不能滤过无关刺激，所以注意力

难以集中。他们在玩积木或其他游

戏时，显得不专心。上课时，他们专

心听课的时间短暂。

3.情绪不稳，冲动任性。多动症

患儿由于缺乏克制能力，常对一些不

愉快刺激作出过分反应，以致在冲动

之下伤人或破坏东西。他们要什么，

非得立刻满足，常常情绪不稳，无故

叫喊或吵闹，没有耐心，做事匆忙。

4.学习困难。

儿童多动综合征人群发病率为

3%~5%。分为轻、中、重度三级。随

着多种治疗方法的应用，其预后较为

乐观。如不能得到及时治疗，有相当

一部分儿童会持续终身。但如不治

疗，多动症儿童到成年时，存在人

格、行为障碍、物质依耐的几率明显

增大。

（曾博 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 整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廖媛媛）11
日上午，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现代医

院管理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在河东

贤明缘大酒店 5楼会议室正式开班。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中心特

聘讲师，中华医院院长网总顾问刘燕

翌先生，在会上就“当今社会，如何健

全医院管理制度、加强医院学科建

设 、精 细 化 管 理 ”作 了 专 题 学 术 演

讲。他从管理的定义出发，对管理对

象、资源、核心竞争力、学科定位、医

院品牌与发展规划等多方面内容进

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培训内容充

实、专业而富有深度，为医院管理人

才队伍建设与能力提升起到很好的

指导作用。

为推进医联体建设，落实成员单

位之间医疗、培训、科研等“十统一”原

则，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共谋发

展，培训会还邀请到了开发区卫生服务

中心、永兴卫生院、任隆卫生院、三凤卫

生院、磨溪卫生院、安居新安医院、蓬溪

天仁医院等 28家医联体成员单位 80多

名管理者及医务人员参加培训。

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贾小

江介绍：医院组织召开管理干部培训

会，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医院整体管理

能力与管理水平，以适应现在现代化

医院的需要。同时，医院希望和建立

医联体合作的单位一起，从医疗技

术、医院的管理等各方面共建设共进

步，最终达到共同发展、形成合力，以

实现国家成立推动医联体的目的。

让老百姓不出门，不出远门就能够享

受到现代化医院的管理，现代化医疗

的需求。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陈曦）近

日，在遂宁市中心医院眼科接受生

物工程角膜移植的两位患者回到眼

科门诊复查，经过眼科医生仔细检

查，他们两人的眼睛不仅保住了，

而 且 视 力 还 恢 复 到 0.05 和 0.1。 这

两例手术的成功，使市中心医院成

为省内首例生物工程角膜移植手术

的地市级医院，是我市眼科学科建设

一次重大突破。

时间回到 2017 年 10 月 11 号，两

位严重眼病患者同时来到市中心医

院眼科门诊就诊，其中一位是 80 岁

的大爷、另一位是 50 多岁的壮年男

性，两人都在十几天前不明原因出现

眼睛疼痛、流泪和视力下降，在当地

医院治疗后，病情没有缓解，视力仍

在继续下降。

经过眼科医护团队认真研究和

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尽快为患者

进行角膜移植治疗，否则角膜很快会

溶解穿孔。根据两位患者现存角膜

的条件，采取生物工程角膜进行移植

治疗是当下最适合的治疗方式。但

考虑到生物工程角膜移植技术是当

前国内前沿技术，四川省内仅个别大

型医院在开展，目前还没有地市级医

院开展该技术，眼科主任李恒立即组

织眼科团队对开展该技术进行了可

行性研讨。三天之后，两位患者都成

功接受了手术，眼球内炎症很快得到

控制，角膜植片逐步恢复透明。

市中心医院成功开展
两例生物工程角膜移植手术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近

日，由船山区卫计局组织，市第三人民

医院承办的船山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急诊急救培训班，在市第三人民医院

学术厅开班，船山区各医疗机构从事

临床工作医务人员参加了培训。

培训会上，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

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李爱霞对心肺

复苏术、心脏电除颤术、简易呼吸气

囊操作进行了理论和现场操作培训；

麻醉科主任、主治医师胡宏伟对气管

插管术的操作准备工作、操作流程及

注意事项做了详细讲解；大内科主任

兼内一科主任、重症医学科主任、副

主任医师徐峰对呼吸机操作进行了

培训，现场培训后进行了理论考核。

培训结束后，全体参培人员还观

摩了市第三人民医院组织的“2017
年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援、批量伤员

救治应急医疗救援演练”。

市第三人民医院承办
2017年船山区急诊急救培训班

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启动现代医院干部管理能力提升培训项目

打造名院发展升级版

什么是儿童多动综合征

市中医院举行 2017年新员工培训会

11 月 10日 ，市卫生计生委召开农村联系点脱贫攻坚帮
扶工作推进会议，对近60名市直公共卫生计生单位、市红十
字会、委机关全体对口帮扶干部职工进行了业务培训。培训
结束后，全体帮扶干部乘车前往任隆镇矮垭口村、苏家沟村、
幸福桥村贫困户家中开展入户帮扶工作。近段时间来，市卫
计委农村联系点脱贫攻坚帮扶工作扎实开展受到群众好评。

每年 11 月的第三个周是世界卫

生组织确定的“抗菌药物合理使用宣

传周”。11 月 14 日，市中医院行后党

支部联合院感科、质控科、医教部、

宣传科等相关职能科室，在步行街院

区开展党员主题日之抗菌药物合理

使用宣传暨健康义诊活动。现场为

200 余名市民进行了抗菌药物合理使

用宣传讲解及健康义诊，发放宣传资

料 700 份 。图为市 中 医 院 医 务 人 员

向市民进行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宣讲

及义诊。 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 摄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周雪梅）
11 月 9 日，船山区妇幼保健举行心理

健康知识培训，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音乐治疗师、催眠治疗师、中

国员工心理健康工程 EAP 高级讲师

蔡晓梅为医务人员讲解了题为“我的

情绪我做主”的专题演讲。医院小组

长以上的全体干部、全体党员、行政

科室人员 70 余人参加培训。

讲课的过程中，蔡晓梅老师以身

边遇到的当事人案例、生动的故事，带

领医务人员进入情景。通过“探情绪”

和“舒身心”两部分讲解了人们对情绪

的误区，如何发现情绪，控制情绪，分

享了自我调节情绪的有效方法。三个

小时的讲座，现场气氛一直很热烈。

参与培训的领导干部及医务人员纷纷

表示，通过此次专题培训，将以更好的

心态、更佳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为广

大患者带去更好的医疗服务。

船山区妇幼保健院
举行心理健康知识培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11
月 10 日-11 日，遂宁市中医院组织召

开了 2017 年新员工培训会，培训员

工 260 余人次。市中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何元军，纪委书记任会琼，副院

长唐大军、何春林、陶春潮参加会

议。大会特别邀请了工商管理博士、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邹

远新进行授课。

在两天的培训中，相关专家从医

务人员服务礼仪与服务技巧、医院感

染防控基本知识、消防、安全相关制

度、医疗法律概念、医患沟通技巧与

能力、职业道德要求、医院信息化管

理、职业规划等内容对新员工进行了

培训。通过此次培训，使广大新员工

对医院的规章制度、劳动纪律、医疗

规范的相关要求有了一个基本的了

解，更为大家从业生涯规划进行了重

塑，为以后更好在工作岗位中为病人

服务奠定了夯实基础。

研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