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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卫生
市卫计委制定《开展卫生计生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实施方案》

重点整治10类健康扶贫问题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 2018 年 6 月 7 日
上午 10 时在蓬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六
楼 会 议 室 对 克 莱 斯 勒 牌 DN6510M（川
J63238）小轿车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2.5
万元。即日起，标的在蓬溪县农村信用联
社车库进行展示。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

身份证件到我公司咨询并按规定缴纳竞
买保证金，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报名截止时间：2018 年 6 月 6 日下午 5
时。

公司地址：遂宁市河东五彩缤纷路奥
城花园商业 6 栋 4 楼 4 号

联系电话：2225396 13982503566
遂宁市聚鑫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9日

本报讯 5 月 26 日上午，由遂

宁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批准、遂

宁爱瑞阳光眼科医院主办的遂宁

市 2018 年眼视光学术研讨会在遂

宁市河东新区沉香堂酒店召开。

重庆市人民医院中山院区主任医

师匡毅，爱瑞阳光眼科医疗集团眼

视光专家、原重庆市大坪医院副主

任医师汪红，露晰得中国公司培训

总监、国家一级验光技师杨飞等眼

科专家出席会议。来自全市的 100
余名基层医生参加会议。遂宁爱

瑞阳光眼科医院院长梁秀娟致辞，

副院长但滤平主持会议。

会上，匡毅作《儿童屈光矫正

专家共识》解读。并就儿童近视的

发生、预防、控制及治疗等方面作

了全面讲解；对视功能低下的儿

童，希望达到早发现、早治疗，还给

孩子一个明亮的世界。

汪红作《屈光手术新进展》解

析。并对不同年龄段及检查后的

个体参数所选择不同近视手术方式

进行了详细讲解。只要检查符合手

术指征，飞秒激光近视是安全的。

对于迫切需要提升视力水平的参

军、升学、考公务员等人群，飞秒近

视手术是最佳的选择。爱瑞阳光

眼科医院是全市目前唯一拥有飞

秒激光近视手术设备的眼科医院。

杨飞详细介绍了《角膜塑形镜

产品设计及验配流程》。建议十八

岁以下的孩子，选择配戴角膜塑形

镜，能有效控制近视度数的增长。

参会的基层医务人员还就有

关近视防控、近视手术、角膜塑形

镜等相关知识与眼科专家进行现

场交流。整个活动气氛融融、互动

频频，为与会者提供了一个学习和

交流的良好平台。

通过举办本次学术会，加强了

交流合作，提升了基层医生专业知

识水平，促进了社会对青少年眼健

康的关爱。

爱瑞阳光眼科医院长期进入

校园及企、事业单位开展“青少年

近视防控讲座”和“眼健康知识讲

座”的公益宣传活动，普及眼健康

知识，受到学校和社会的欢迎和赞

许。 （田庆康）

进入夏季，漫天飞舞的花粉、逐

渐增强的日照、繁殖增多的蚊虫，让

不少肌肤敏感的市民饱受其苦。为

了传递科学护肤知识，帮助有“面子”

问题的患者解决困扰，5 月 25 日第十

二个全国“护肤日”当天，遂宁市第一

人民医院皮肤美容中心举办了一场

以“合理清洁、保湿、防晒”为主题的

免费义诊活动，为广大皮肤病患者提

供了护肤、爱肤的专业指导。

据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美

容中心主任赖劲东介绍，夏季是过

敏性疾病的高发时节，近期在皮肤

科门诊中，急性荨麻疹、丘疹性荨

麻疹、日光性皮炎等皮肤病患者明

显增加，提醒广大市民：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远离过敏源。

老人手臂瘙痒
义诊纠出真凶

义诊现场，前来问诊的市民络

绎不绝，门诊大厅虽然有些拥挤却

秩序井然。现场一位 60 多岁的老

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她手臂上涂

着一层绿色的药，露出的脚腕上虽

然擦了药但还是能看到红色的包

块。她十分着急，称自己已被剧烈

的瘙痒折磨 3 天了。

原来这位老人在 3 天前收拾了

家里的垃圾，当晚脚上就开始出疹

子。擦了万金油，结果第二天一早

就发现手臂下出现了一个大疙瘩。

当时她也没太在意，用了从别处听

来的“土方”进行擦拭，中午时手臂

上的疙瘩就长到了鸡蛋那么大。这

些天患者瘙痒难忍，吃不下睡不好，

是日一早就来到了医院，正巧赶上

了皮肤美容中心的义诊活动。

“老年人，你别着急，走进医院

你就可以把心放下了。首先要告

诉 你 ，如 果 出 现 皮 肤 瘙 痒 或 长 疙

瘩，不能乱用药，更不能听一些错

误的‘土办法’。因为皮肤出现问

题是有很多种原因的。我先给你

检查，检查后你需要做一个血液检

查，等一会儿拿到报告了我再给你

制定治疗方案。”赖劲东一边给老

人科普护肤知识，一边仔细地给患

者进行检查。

经过仔细检查，赖劲东确诊老

人是患上了丘疹性荨麻疹，是由于

患者在收拾垃圾中接触了某种物质

引起的皮肤过敏。赖劲东介绍，如

果发病在消化道时还会出现恶心、

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发病在呼

吸道则出现胸闷喘憋、咽喉堵塞感，

最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喉头水肿

甚至窒息死亡等危险。因此，患上

荨麻疹必须规范地治疗，如果任其

发展，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专家坐诊现场
宣传科学护肤

记者在义诊活动现场看到，活

动当天不仅有皮肤专家坐诊，现场

还针对爱美人士推出了多项皮肤

美容优惠活动。“你好久到医院？

我已经预定了‘3+2’套餐了！这回

优惠做这个套餐才 2525 元，包括光

子嫩肤和祛斑哦。快点快点！”循

声望去，只见一位年纪约 30 岁的市

民正在打电话询问对方什么时间

能到医院。

“针对护肤日，我们医院推出了

一系列的皮肤美容优惠活动，像 VS
皮肤检测只需要 26 元。”赖劲东介

绍。据了解，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皮肤医疗美容中心建立于 1997 年，

现有省级皮肤科专委会委员 2 名、

省级激光专委会委员 2 名、遂宁市

皮肤科专委会副主任委会 2 名、皮

肤科专委会委会 2 名、医护专业技

术人员 21 名。目前该科室年收治

住院病人 2000 余人次，门诊病员 6
万余人次。

据悉，该科室采用中西医结合

模式诊疗各种皮肤疾病，西医以临

床诊断结合实验室检查为主，以西

药、激光、手术等综合治疗，配合中

医辩证、中药、针灸、中成药制剂。

目前，该科室已开展美容激光治疗

雀斑、太田痣、颧部褐青色痣等；光

子治疗针对脱毛、嫩肤等；黄金微

针紧致提升面部皮肤、面部年轻化

治疗等。 （黄尧）

5 月 24 日—26 日，由四川省医学

会主办，四川省医学会精神医学专业

委员会承办，遂宁市医学会、遂宁市民

康医院（市精神卫生中心、市第六人民

医院）协办的四川省医学会第十七次

精神医学学术会议在遂宁召开，来自

省内近 200 余位精神医学领域的专家

学者参会。国内精神医学领域专家方

贻儒、张伟、李涛、邱昌建、谭友果、罗

明、戴静等知名教授到会授课。大会

完成了第八届精神医学专业委员会换

届选举，举办了专题讨论 3 个，论坛 3
个，实例查房 1 个，均取得良好效果。

5 月 24 日晚，四川省医学会精神医

学专业委员会总结暨换届选举会议在

遂宁东旭锦江国际酒店召开。会议通

过了四川省第八届专委会 71 名候选人

资格审核，民主选举了 22 名专委会常

委和 6 名副主任委员。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任李涛全票当选

为新一届主任委员。

5 月 25 日上午，大会在遂宁东旭锦

江国际酒店正式开幕。省医学会副秘

书长曾斌，省医学会学术会务部副部

长凌蔚，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党委书记

张伟，省医学会精神专委会主任委员、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任

和精神医学教研室主任李涛，遂宁市

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鹏逸，遂宁

市医学会会长沈宁出席会议，遂宁市

民康医院书记、院长王勇主持会议。

一年一度的四川省医学会学术会

是促进我省精神病学专业发展、加强

同行间学术交流的重要载体和大好时

机。第十七次精神医学学术会秉承传

播精神医学领域最新学术研究进展的

宗旨，举办了专题讨论 3 个，其中上海

领军人才方贻儒作《信息时代抑郁症

诊疗机遇与挑战》专题交流，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党委书记张伟作《PTSD 研究

进展》专题交流，精神病学与精神卫生

学硕士戴静作《后现代心理治疗在精

神科的实践进展》专题交流。会议还

举办了《真假难治精分漫谈》、《如何深

入开展灾后精神健康援助工作》、《手

机网络现代生活与成瘾问题》三个论

坛及《精神分裂症完整治疗策略》实例

查房 1 个。

5 月 26 日，会议顺利闭幕。中国医

师协会精神科分会委员、攀枝花第三

人民医院业务副院长罗明作大会总

结，为从 40 篇投稿论文中选出的 10 篇

优秀论文获奖人颁发了证书。本次会

议的召开，将为我省精神医学的发展

推波助澜，同时也将有力促进我市精

神医学事业迈向更高的台阶。

（周雪梅）

四川省医学会第十七次精神医学学术会议现场

市一医院皮肤专家开展免费义诊

科学护肤更有“面子”

拍卖公告

四川省医学会第十七次精神医学学术会议在遂宁召开

相聚遂宁
共襄精神医学盛会

省医学会副秘书长曾斌致辞

遂宁市眼视光新进展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

着力加快区域视光发展
倾力打造眼科技术高地

本报讯 结合四川省“开展卫生计

生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实施

方案有关要求，市卫计委日前制定印

发了《开展卫生计生扶贫领域作风问

题专项治理实施方案》。“四个意识”、

政策落实、责任落实、精准识别、精准

帮扶、干部能力素质、资金使用监管、

督查调研、精准退出、落实八项规定

精神 10 类问题被列入健康扶贫领域

作风重点整治问题清单，要求高标

准、严要求据实查找问题、切实整改

落实到位，确保作风治理成效。

市卫计委明确的健康扶贫领域作

风重点整治问题包括：扶贫领域存在

的“四个意识”不强、责任落实不到

位、工作措施不精准、工作作风不扎

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数

字脱贫虚假脱贫，资金管理使用不规

范，以及扶贫领域腐败等。

《方案》提出，将牢固树立作风建

设事关健康扶贫成败的关键，以锲而

不舍的决心把作风建设抓常、抓细、

抓长，确保专项治理取得明显实效。

委健康扶贫办及各成员科室按照责任

分工明确各自责任，各县（区）卫生计

生局健康扶贫领导小组结合自身实

际，制定本领域专项治理方案，形成

齐抓共管工作格局。深入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办公厅《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实

施细则》，认真落实省脱贫办《关于进

一步做好脱贫攻坚资料清单删繁就简

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落实扶贫资

金“四到县”制度，督促各地、各单位

做好扶贫资金公示公告工作。加强扶

贫项目论证和储备，建全完善项目资

金管理制度，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

督。配合做好全省脱贫攻坚“六有”

大数据平台提升工作，充分发挥运用

好大数据功能作用。

同时，扶贫领域作风问题建设也

将贯穿全年。按照市脱贫攻坚办要

求，今年 1 月到 3 月是自查自纠阶段，

4 月到 6 月是重点督查阶段，7 月到 9
月是整改提高阶段，从 10 月起一直到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将是我市扶贫领

域作风建设常态治理阶段。

《方案》要求，全市扶贫领域作风

问题专项治理将聚焦扶贫领域责任主

体，用 1 年以上时间，紧盯重点领域、

关键环节，集中力量开展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将作风建设始终贯穿于卫生

计生脱贫攻坚全过程，形成常态化管

理机制持续推进。在此基础上，指

导、督促各县（区）、各单位健全完善

管理机制，落实主体责任人制度，大

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巩固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和市

委市政府十一项规定成果。

各区县、各单位要把全系统健康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纳入纪律审

查重点内容，建立举报追查制度，对

顶风违法违纪行为严惩不贷。坚持点

名通报曝光、主体责任落实和监督责

任追究制度，对典型案件一律内部通

报或公开曝光，对存在突出作风问题

的，要严肃追究单位或个人责任。

（廖媛媛）

本报讯 5 月 24 日，市卫计委、市

计生协在大英县商业步行街开展以

“会员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为主题

的遂宁市第 20 个计生协会员活动日

暨全面两孩政策宣传活动，活动围绕

慰问基层计生协会会员代表、政策法

规知识宣传及健康咨询、卫生计生与

计生协会成果展、文艺演出、义诊等

多个项目展开。

“节目真好看，尤其是那个小品

《砸锁》太感人了。”在文艺演出现

场，这个讲述曾经被父亲用锁链锁了

7 年的身患精神类疾病的女儿、通过

国家医疗救助政策扶持和医院的精

心治疗后、最终让父亲砸碎锁链迎接

回家的的故事，让现场观众泪眼婆

娑、感慨万千。同时，接地气的变

脸、舞蹈、乐队演唱等节目，又让大

家开心快乐、轻松自在。整个活动在

寓教于乐的气氛中结束，给会员、群

众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文化大餐，凝聚

了人心，鼓舞了众志。

“我们的责任是引导广大育龄群

众和计生家庭学习全面两孩政策，我

们的工作是帮急、救难、解困、排忧、

助学、送健康、送温暖。”在政策法规

知识宣传活动中，市计生协会向全市

协会会员、志愿者、广大医务工作

者、市民朋友们发出倡议，号召广大

会员和市民朋友们积极参与到志愿

者活动中来，主动为计生特殊家庭、

贫困母亲、三留守家庭以及需要帮助

的群众热心服务。

“领到了小礼品，还学到了一些

政策知识”，会员群众一边观看文艺

节目，一边参加健康检查。活动过程

中，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

幅、摆放展板、设立有奖竞答和政策

咨询服务台、免费开展健康义诊、发

放计生用品、政策法规宣传单等形

式，向广大会员和群众宣传党的十九

大精神、全面两孩政策、健康扶贫、

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等方面的知识，

现场慰问 5 名基层计生协会志愿者，

并为群众解难答疑，提供健康防病、

家庭医生签约、避孕知情选择等方面

的咨询服务。

近年来，遂宁市计划生育协会以

创新谋发展，以实干求实效，以服务

聚合力，协助政府在提高人口素质、促

进人口均衡发展，宣传引导群众推进

生育关怀，加强计生基层群众自治，开

展计生家庭保险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协

调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受到

群众称赞，获得社会好评。

今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

启下的关键一年。全市各级计生协

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

坚定不移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全

力推进富民强市“七大提升行动”，

充分发挥计生协会群团组织优势，全

面落实好宣传教育、生殖健康咨询服

务、优生优育指导、计划生育家庭帮

扶、权益维护和流动人口服务等“六

项重点任务”,切实提高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林智 袁鹭）

我市开展第20个计生协会员活动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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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截至 5 月 24 日，市第

三人民医院下乡巡回医疗队共派

出医疗专家 156 人次，先后去到船

山区、安居区、蓬溪县、大英县的

23 个乡镇和 11 个敬老院，开展了

健康宣传、义诊、咨询等活动，发放

了健康知识小手册 3600 份，义诊

群众 7000 余人。至此，该院今年

的下乡巡回医疗活动圆满结束。

据悉，本次活动有效结合“精

准扶贫卫生下乡活动”“对口支援

指导、协作医院”、庆祝“医院建院

60 周年”等活动，深入当地医疗机

构，开展了多项对口支援项目，帮

助区县医院提高医疗水平，带动基

层医疗机构医疗技术水平提升和

管理模式改进。 （周雪梅 王勤）

市中医院
召开药品配送商廉政座谈会

本报讯 近日，市中医院 2018 年

度药品配送商廉政座谈会暨配送协

调会在天峰街院区召开。医院纪委

书记任会琼、副院长陈泽主持会议，

药剂科、医教部等相关科室负责人，

及 18 家药品配送企业共计 20 余人参

加会议。

会上，任会琼对药品购销领域的

政策法规给与会人员做了重点解读

和强调，要求各药品配送公司严格遵

守各项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药

品促销推介等活动；同时对医院相关

人员严守廉洁底线、严禁吃拿卡要。

陈泽就医院药品采购管理等各

项制度与参会人员进行深入座谈，对

药品配送中存在的问题向药品配送

企业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周雪梅）

市三医院 2018年“下乡巡回医疗”圆满结束

走进23个乡镇 义诊7000余人

赖劲东为老人进行义诊检查赖劲东为老人进行义诊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