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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光 全媒体记者 罗明
金）近一个多月以来，县卫计局“四个

强化”全面落实县域内符合条件的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集中申办慢性特殊

疾病门诊惠民政策，以降低县域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门诊服药费用，进一步

增强其服药依从性，降低其肇事肇祸

案（事）例的发生。

强化领导，压实压紧责任。全县

各医疗卫生单位高度重视，把其提到

民生大事，为老百姓办好事的高度，

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专科专人具

体落实的工作机制，确保了工作任务

的如期高质量高标准完成。

强化协同，提高服务水平。由县

精神卫生中心负责工作的总协调和

技术指导。各精神专科医院摸清家

底，本着让群众少跑路甚至不跑路的

原则，指派专人为申办对象整理收集

相关资料，实行一站式服务。

强化进度，确保按时完成。 1 月

底，全县各医院收集符合条件的对象

资料 481 份，在辖区初审合格后统一

上报县精神卫生中心复核，目前复核

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强化督导，严格绩效考核。在推

进工作的同时，县卫计局和县医保局

组成了联合督导组，按照辖区申办慢

性特殊疾病门诊不低于本辖区登记

在册病人 40%的工作标准，落实绩效

考核制度；对在申办过程中推诿扯

皮、不作为、慢作为，吃拿卡要侵害群

众利益的，根据情节严重程度严肃问

责。

县卫计局全面落实特殊门诊惠民政策

“四强化”服务群众

新春佳节，万家团聚！但是有那

么一群人，他们却仍然战斗在自己的

岗位上，为素不相识的人放弃与朋

友、与家人的团聚。他们是一群普通

却又不平凡的人。他们就是坚守在

临床一线的白衣天使！

“春节期间我们医院没有特殊安

排，医生护士按照日常排班，正常上

班，正常接待病人，实行 24 小时值守

制度。”县人民医院院长杨成虎说。

春节期间仍然住院的病人，除了

病情本身以外，还会因为节日不能回

家为病人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影响。

而医务人员的坚守正是他们战胜病

魔的坚实保障。

除夕晚，杨成虎院长带领班子成

员看望重症病员；大年初一，科室主

任带领医务人员查房……春节期间，

县人民医院各科室医护工作有序进

行。没有休息，只有义不容辞。因为

他们心中都驻守着责任，救死扶伤守

护生命的责任！

据不完全统计：春节期间，县人

民医院共接待门诊病人 9688 人次，日

均住院病人 727 人次，开展急诊手术

55 台次；120 急救中心救护车出车 71
台次，救治伤病员 268 人次。

2 月 11 日，春节长假后的首个工

作日，县人民医院迎来了节后就诊高

峰。为了提供更好的诊疗服务，医院

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医务人员延

迟下班时间；加强门诊一线和各窗口

岗位力量：化验、检查、取药、收费挂

号等所有窗口全部开放 ;利用信息化

系统，引导患者进行微信、自助机自

助挂号和自助缴费及检查结果自助

打印等；对患者进行错峰诊治和检

查，减少等待时间。通过全院职工的

共同努力，将多项措施落到实处，提

高了诊疗效率，缩短了患者的就医等

候时间，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患者的就

诊需求，确保就诊高峰期间各项工作

正常有序的运行。

在全院职工的共同努力下，保障

了就诊高峰期医院的安全高效运转，

满足了就诊患者的需求，为患者提供

了及时、有效、便捷的诊疗服务。截

止 12 日下午 6 点，短短两天时间，该

院日均门诊突破 3000 人次，新增住院

病人 500 人次，全院在院病人达 1200
人，再创新高。（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县人民医院春节期间“不打烊”
接待门诊病人 9688人次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艾君）
近 日 ，金 华 中 心 卫 生 院 召 开 了

2018 年年终总结暨表彰大会，并

对年度优秀集体和个人进行了

表彰。

2018 年，医院扎实开展各项

工作，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管理

水平不断提高，服务病患超过 10
万人次。在人才培养上，医院安

排骨科、肾内、护理、妇产科、心

脏介入等 8 个专业进修学习，共

派出院外进修 22 人，参加学术会

议 84 次 149 人，医院整体专业技

术水平得到全面提高。在学科

建 设 上 ，医 院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12
篇，着重将内镜中心、儿保中心、

超声科进行重点打造。先后投

入资金 121 万元，购置先进设备

仪器，使医院业务项目得到极大

拓展。在健康扶贫上，开展“健

康扶贫冬季暖心活动”和“健康

扶贫下乡支医活动”，惠及两千

余户贫困人口。

下一步，医院还将继续加大

人才引进力度，着力提升群众健

康教育参与度，继续完善医疗阵

地建设，继续巩固医联体建设成

果，让老百姓在基层享受到同质

化的医疗服务。

金华中心卫生院召开
2018年年终总结暨表彰大会

完善阵地建设
巩固医联体成果

本报讯（夏晓杰 全 媒 体 记 者

贾明高）自岁末年初开展“春雷行

动 2019”暨整治保健食品市场乱象

百日行动以来，县食品药品监管局

积极作为、全力配合，行动成效初

现。

该局围绕“亮剑市场监管，护

航经济发展”主题，采取“错时”“紧

盯”工作法，立说立行，组建精干执

法队伍，不漏一户、不落一库，全面

排查“四品一械”经营单位，大力整

治保健食品市场乱象。严查未取

得许可经营、进货查验义务履行不

到位、产品标签虚假标识、销售与

批文或说明书不一致的保健食品

等违法违规行为，协同配合整治会

议营销虚假宣传、产品价格虚高等

问题，着力规范保健食品市场秩

序。落实事后督查暗访，坚持检查

常态化，及时曝光不合格经营单

位，引导经营者自觉守法经营。公

布投诉举报方式，畅通投诉举报渠

道，多元巩固整治成效。

截至目前，共检查食品、保健

食品会议营销单位 35 家次，药品、

医疗器械及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

147 家次，立案 1 件，公示不合格食

品、保健食品会议营销单位 14 家，

主动停业 5 家。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苏晨)近
日县中医院召开 2018 年度科教工

作总结暨表扬大会。医院各科室

主任、护士长、专业组长及获奖人

员近 200 人参加了本次大会，会议

由常务副院长李轩主持。

会议指出，2018 年，在全院干

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中医院科教

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首次成功

申报了省级科研和省级继教课题，

成功举办了“全国中医医院专科建

设院长培训会”，成功创建了两个

“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

作室”，这些成绩的取得，标志着全

院科教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

会上，副院长杨继芳分别从医

院科研、教学、人才培养、学术论

文、师承工作等方面作了全面的总

结 ;党委副书记张军荣宣读了《关于

表扬 2018 年度科教工作先进的决

定》并现场进行了颁奖 ;先进集体代

表内二科主任侯德健和先进个人

代表杨婷分别作了交流发言。

县中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余致

鳌对获奖的先进集体及个人表示

祝贺。他强调科教研能力的提高

就是医院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要营

造创新氛围，努力推进医院科教研

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让科

研教学更好服务于临床，更好服务

患者，真正实现“科教兴院”战略。

县中医院召开科教工作总结暨表扬大会

让科研教学更好服务患者

食药局“春雷行动 2019”行动初见成效

5家食品保健品会议营销单位停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艾君）2
月 13 日，县红十字医院领导班子带

领医院医疗志愿者，到太和镇走访

慰问了 17 户深度贫困家庭，为他们

送去米、面、油等生活慰问品，并送

上新春的问候和祝福。

每到一户，慰问小组都与贫困

户拉家常、问冷暖，详细了解他们

的生活和身体健康情况，向他们讲

解国家的健康扶贫和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政策，随行的医疗志愿者还

对他们进行了体检、用药指导和健

康咨询，鼓励他们坚定信心，积极

面对生活，力争早日脱贫致富。

据悉，自开展扶贫工作以来，

县红十字医院就积极选派工作人

员驻村帮扶，大力宣传党的扶贫政

策，帮助帮扶对象想办法、找门路，

解决困难家庭的实际难题，在重大

节日慰问贫困户等方面已形成常

态化工作措施，真正做到了“人民

的医院为人民”。

县红十字医院

走访慰问 17户贫困家庭医护人员正在查房

国家级媒体和网络为尹德洪见义勇为先进事迹点赞

时隔三天，发生在射洪涪江六桥的出租车司机尹德洪见义勇为行为，已经成为街头巷尾、微博微信中人们点赞称颂的榜样。

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四十七次常务会议同意授予尹德洪“见义勇为公民”荣誉称号，奖励人民币 20 万元。

与此同时，县委书记蒋喻新，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韬等领导干部和各界群众陆续来到尹德洪家中，看望慰问其亲属，各地媒体争相报道其先

进事迹，外地出租车司机和网友到射洪悼念尹德洪，社会团体纷纷发起了捐赠，通过这些方式为尹德洪见义勇为行为点赞，向这位平民英雄致

敬。 (全媒体记者 刘洋）

向平民英雄致敬
——射洪出租车师傅尹德洪舍身救人事迹感动社会

各界群众陆续到尹德洪家中看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