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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卫生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周雪
梅）昨（5）日下午，市民康医院

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

温入党誓词”主题党日活动。市

民政局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

记、副局长刘文明到会作了党的

十九大报告宣讲，市民康医院全

体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

子参加会议，会议由市民康医院

党总支书记、院长王勇主持。

宣讲中，刘文明结合自身学

习体会，阐述了十九大的概况和

报告起草过程、大会的主题和主

要成果、关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战略部署等内容，为与会人

员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想政治理

论辅导课。刘文明要求，市民康

医院全院上下要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为强大动力，总结

提炼医院二甲创建工作的经验

做法和差距，及时谋划 2018 年工

作。

王勇表示，党的十九大精神

宣讲入情入理、振奋人心，具有

极强的感染力和指导意义，将把

此次宣讲精神落实到具体实践

中去，团结带领全院职工卯足干

劲，迎难而上，多措并举，实现医

院新一年工作提质增效。

会上，王勇带领全体党员、

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重温了

入党誓词。与会人员共同观看

了《梦想，从这里启航》。医院党

员代表秦龙、王宇还作了十九大

心得交流发言。

2017年度全市健康科普知识巡讲启动

今明两天 8场巡讲到区县
市级健康科普传播专家库专

家已接受培训

健康科普传播工作是提升全民健

康素养的重要手段，有利于进一步带

动家庭、社会和整个人群健康素质的

提升。为切实推动我市健康科普传播

工作，助力我市解决“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问题，市爱卫会和市卫计委联合

出台了《遂宁市惠民提升行动—健康

促进百千万工程实施方案》，市级健康

科普传播专家库专家已接受了健康传

播能力专题培训。

各县区的健康科普传播者将加强

学习和增加对虚假健康信息的甄别能

力，提高自身健康素养和传播水平，尽

心竭力、主动作为和担当，在当地宣

传、爱卫、卫生计生部门的领导和指导

下全面开展健康科普传播工作。

各县区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将
建立资源库

据悉，我市、县区健康教育专业机

构将建立居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和技

能传播专家库、资源库，规范健康教育

传播渠道和平台，主动履行社会责任。

同时加强健康科普舆情监测，协调

有关部门加强对健康知识市场供给的

监管，净化市场，凸显权威，不给虚假

健康教育活动提供传播渠道和平台，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和公众科学理性应

对健康风险因素。并充分利用互联

网、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传播健康知

识，提高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结合健康教育、健康素养提升服务

均等化项目工作建立了多部门协调机

制，建立健全健康教育工作网络，加强

健康教育专（兼）职人员能力建设，规

范健康教育活动，扎实做好这一利民

为民，为老百姓健康保驾护航的民生

工程。

依托对重点人群开展群众性
的干预活动

健康科普知识传播是一个复杂多

层面的社会工作，只有依靠各个政府

职能部门与社会团体的通力合作才能

顺利实施。市卫计委党组成员、市爱

卫办主任陈杰指出，各县（区）卫生计

生行政部门要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

支持，与当地宣传、财政、老干部局、教

育、广电、食品药品、农业和新闻媒体

等部门紧密合作，借助各部门与社会

力量，广开渠道，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共同把健康传播工作抓紧、抓实、抓出

成效。要以学校、机关、企业、医院、街

道、乡镇、社区（村）为依托对重点人群

开展群众性的干预活动，为工作顺利

实施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打下坚实

的群众基础。

各县（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将切

实担负起督导职责，定期不定期地对

健康科普传播工作执行情况进行督导

检查，对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给予及时纠正和指导。各区县疾控中

心健康教育科、健康教育所也将认真

做好指导和监测评估工作，确保工作

顺利实施。 （全媒体记者 林智）

11 月 30 日，市卫计委和市健

康教育所在射洪县举行 2017 年度

全市健康科普知识巡讲暨启动仪

式。12 月 6 日至 7 日，我市将邀请

资阳市人民医院原院长刘学鹏和

四川省健康教育所所长刘熹，赴

船山区、安居区、大英县、蓬溪县

连 续 开 展 八 场 健 康 科 普 知 识 巡

讲，活动为广大干部职工、退休老

干部、社区居民送上了丰富的“健

康大餐”，是做好全市健康科普传

播工作的重要举措。射洪县巡讲

当天，清华大学健康传播大使、全

国知名微运动教练、中国疾控中

心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首届核

心专家、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

会微运动全国巡讲专家胥江，遂

宁市中心医院呼吸中心主任、主

任医师何正光两位著名健康科普

传播专家亲临射洪为大家授课。

两场讲座现场，大家认真学习巡

讲专家传授的健康知识，表示将

在具体实践工作生活中认真加以

运用和落实，促进身心健康。

近日，“遂州英才”组团招聘

全国行活动走进四川大学。市

中医院招聘处，前来应聘的人排

起了长队。经过现场考核，最后

按 面 试 成 绩 排 序 共 入 围 25 人 。

此次招聘除了吸引来自省市的

高层次人才及急需紧缺专业技

术人才外，还有齐鲁医药学院、

昆明医学院、湘南学院、广西中

医药大学的人才慕名而来。

（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

什么是急性应激反应

急性应激反应又称急性心因性

反应，这是由于突然而来且异乎寻常

的强烈应激性生活事件所引起的一

过性精神障碍。本病发作急骤，经及

时治疗，一般预后良好。本病可发于

任何年龄，但多见于青年人。

突如其来且超乎寻常的威胁性

生活事件和灾难是发病的直接原因，

应激源对个体来讲是难以承受的创

伤性体验或对生命安全具有严重的

威胁性。应激源大体可分为如下几

项：严重的生活事件、重大的自然灾

害、战争场面。

急性应激反应发病急剧，一般当

遭受超强应激生活事件的影响后几

分钟出现症状，临床表现有较大的变

异性。多数患者初发症状表现为“茫

然”状态或“麻木”，并伴有一定程度

的意识障碍。偶有自发只言片语，词

句零乱不连贯，令人难以理解。继而

可见对周围环境的进一步退缩，有的

呈现木僵状态，自发活动明显减少，

可在长时间内毫无动作。有的患者

则表现为激越性活动过多，无目的的

漫游活动，并伴有恐惧性焦虑和自主

神经系统正在，如心动过速、震颤、出

汗、面部潮红等。

本病秉承短暂，一般在几小时至

一周内症状消失。恢复后对病情可

有部分或大部分遗忘，难以全面回

忆。

在本病的治疗上，心理治疗具有

重要意义。因此到专业的心理机构

进 行 规 范 的 心 理 治 疗 是 非 常 必 要

的。药物治疗方面，主要以对症治疗

为主，使症状较快缓解，以便于心理

治疗的开展。

（曾博 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 整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今

年 12 月 1 日是第 30 个世界艾滋病日，

在“共担防艾责任，共享健康权利，共

建健康中国”的主题号召下，市中医院

组织医院行后党支部、院感科等部门，

在市区镇江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

党员主题日之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现场，医院党员医务工作者耐

心向过往市民宣传艾滋病相关知识，

发放宣传手册 100 余份，为 120 余为市

民进行艾滋病宣讲，让市民进一步了

解了艾滋病的传播途径、预防措施，消

除对艾滋病人的恐惧。据了解，遂宁

市中医院每月将定期开展党员主题日

活动，发挥共产党员模范作用，以一位

党员一面旗帜为指标，结合健康主题

日开展形式多样得宣传、讲座、义诊等

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林智）12 月

1 日是第 30 个“世界艾滋病日”。市卫

计委组织卫计系统职工在中央商务

区、四川职业技术学院等开展了艾滋

病防治宣传活动，旨在进一步宣传普

及艾滋病防治知识，使更多的人了解

艾滋病，正确预防艾滋病，为艾滋病防

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市卫计委聘请了 2 名双簧表演者，

在人员密集的中央商务区向市民讲解

如何预防艾滋病。通过悬挂标语、张

贴宣传画、发放资料、防艾宣传物资、

咨询服务等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了

艾滋病的危害和如何预防艾滋病等知

识。在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工作人员

佩戴红丝带，向 300 余名师生发放防治

艾滋病宣传资料、向学生们宣传艾滋

病的预防、治疗，以及艾滋病的传播方

式、传播途径等知识。

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宣传活动

主题是“共担防艾责任，共享健康权

利，共建健康中国”，意在说明健康是

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

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人人都享

有健康的权利，艾滋病感染者同样享

有平等获得健康服务的权利。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廖媛
媛）日前，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召开信息化建设与安全领导小组

会，审议了 2017 年度信息化建设

的工作总结，讨论并通过了 2018
年度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工作。

据悉，2018 年度医院信息化

建设将投入约 380 万元，规划投

入：反统方系统、OA 办公系统、

无线外网及业务物联网内网骨

架建设、门诊分诊就医排队叫号

系统、收费取药信息显示系统、

四川省数字化医院的评审、“1+
N+n”医联体信息化建设、病案首

页统一上报系统等。

市第一人民医院

召开信息化建设与安全领导小组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林智
廖媛媛） 为进一步加强监督管

理，确保血液质量安全，按照国

家卫计委统一安排部署，日前，

在省血管中心和省卫生执法总

队领导的陪同下，由上海市血液

中心张晰副主任带队组成血液

安全技术检查组对我市血液安

全工作进行了技术核查。

市卫计委党组书记、主任李

道丕对全市血液安全工作开展

情况作了汇报。检查组采取听

汇报、查资料、实地查看、座谈走

访等形式对我市蓬溪县采浆站、

市中心血站血液安全工作进行

了全面技术核查。

技术核查情况反馈会上，检

查组对我市血液安全工作给与

充分肯定，认为政府及相关部门

重视血液安全工作，责任单位、

责任科室及责任人员质量意识

强。同时，检查组也客观实际指

出了存在的问题。

情况反馈结束后，市卫计委

党组成员、副主任刘中华对检查

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检查和

指导表示感谢，要求被检查单位

针对检查中指出的问题认真进行

梳理，建立台账和整改方案，报市

卫计委批准后认真整改完善，努

力确保血液安全，不断推进全市

采供血服务水平上新台阶。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林智）
日前，大英县召开 2018 年计生家

庭意外伤害保险工作启动会，安

排部署计生家庭意外伤害保险投

保工作，进一步帮助计生家庭抵

御意外伤害，解决后顾之忧，切实

让计生家庭得到实惠和保障。

据悉，全县 1 周岁至 18 周岁

的独生子女家庭、建档立卡贫困

计生家庭、计生特殊家庭均可作

为被保险人参加保险，每户家庭

年缴保险费 60 元。其中，全县 1
周岁至 18 周岁的三口之家的独

生子女家庭每户年交保险费 20

元，县政府补贴 40 元，单亲家庭

每户交 10 元，县政府补贴 30 元，

孤儿和建档立卡贫困计生家庭

以及计生特殊家庭不交保险费

用，直接由县政府补贴。投保

后，计生家庭成员年内每人享有

最高 3 万元的意外伤害死亡或

残疾保险金额，享有意外伤害医

疗保险金 2000 元。

从 2012 年开展意外伤害保险

工作以来，全县共有 55 户计生家

庭发生意外事故，其中意外死亡

12 例、意外受伤 43 例，共赔付金

额 27.17 万元，赔付率达 100%。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曦）
百年博济更要坚定文化自信。

11 月 28 日晚，市中心医院首期

“书香博济”职工读书班正式开

班，来自医院各个岗位的近 200
名职工参加了开班仪式。市文

联副主席周利民，作家、文化学

者周光宁，作家、文化学者尹强

儒，作家、市作协副主席汤中骥，

《川中文学》执行编委张茕等遂

宁知名文化学者出席了开班仪

式。

近三年来，医院开设了视觉

博济摄影班、博韵合唱团、书法

班、国画班等文化艺术培训班，

极大的丰富了医院文化生活，受

到了职工的欢迎。“书香博济”职

工读书班报名工作开始后，第一

天就收到 50 多位员工的报名申

请，在各支部书记、科主任的发

动下，临床一线员工通过微信、

短信、邮箱、电话源源不断地进

行报名，至开班当日，报名人数

接近 180 人，开班仪式上有接近

200 名职工前来听讲，有职工直

接在现场报名，首课后，还有十

余名员工报名加入读书班，输血

科全科集体报名。

院长陈拥军在开班仪式上

这样讲到，读书从大的方面来

说，可以透过时空和先贤对话，

把先哲们的思想对世界、对宇

宙、对人间的看法传达给自己，

让自己更成熟、更睿智。从小的

方面，医务人员读书可以增长的

见识，丰富的内涵，使你拥有更

多的知识来和患者进行更有效

地沟通和交流。

市卫计系统

开展“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

市中医院防艾宣传进社区

我市召开精神卫生医疗质量控制会

做实质管工作 提升服务水平

全国血液安全技术核查
我市工作获检查组充分肯定

市中心医院

开办“书香博济”职工读书班

市民康医院全体党员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大英县强力推进计生家庭意外保险工作

赔付率达100%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11
月 30 日，我市精神卫生医疗质量控制

会议在市精神卫生中心召开，会议由

市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办，市精神卫

生中心承办。市卫计委副主任田家

斌，市卫计委质控科科长邓成立，市精

神卫生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专家组全体

人员，全市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含民

营）院长或业务院长、医务科（质控办）

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市精神卫生质控中心秘书聂

红总结了我市精神卫生医疗质控分中

心 2017 年工作。作为市医疗质控中心

和精神卫生医疗质控分中心挂靠单

位，市民康医院 2017 年在医疗质量控

制和规范管理工作方面作了大量的工

作。同时，组织精神卫生医疗质量控

制分中心专家组对全市 6 家精神卫生医

疗机构进行了质量安全综合督查，提高

了全市精神卫生医疗质量，促进了全市

精神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在督查过程

中，分中心专家组掌握了各县区精神卫

生医疗机构精神科建设进展情况及目

前存在的困难，发现了医疗质量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了整改建议。

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市民康医院

院长王勇谈到，精神卫生既是民生问

题，是社会问题，也是公共问题，更应

做好社会服务，筛查评估责任要落实

到位。各成员单位应按照属地管理原

则 ，加 强 对 区 县 医 疗 机 构 的 日 常 监

管，强化保障，落实责任。邓成立要

求，各医疗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切

实履行职责；加强对重精患者的督导

督查；加强各医疗机构发病报告和转

介管理；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

行规范的诊断治疗，保障医疗安全。

田家斌强调，我市精神卫生医疗质量

管理还有待提高，各区县卫计局要加

强履行管理职责，各精神卫生机构一

定要规范运行，各区县要加强排查力

度，进一步加强我市精神卫生医疗质

量、医疗安全管理工作，避免医疗差错

事故发生。

会议还就 2017 年末及 2018 年如何

做实全市精神卫生医疗质控管理，提

升全市神卫生医疗服务水平展开了积

极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