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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张店中医院《自
制中药湿热敷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的疗效分析》科技成果鉴定会举行。
鉴定会邀请了山东省中医院、淄博市
中医医院、解放军148医院、淄博市第
一医院、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疗
护理药剂等方面专家。课题组负责人
张艳汇报了课题工作报告和技术报
告，通过鉴定，专家们一致认为该课
题疗效明显，操作简单，安全可靠，无
创、无毒、无痛、有效，广泛应用可以
大大减少医疗成本，降低医疗费用的
支出，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值得在
临床上推广应用。

据了解，治疗组采用常规治疗基
础上联合自制中药湿热敷，对治疗组
和对照组治疗前后给予疗效评分，对
比两组之间疗效评分的差异，认为该
课题可以缓解或治愈腰椎间盘突出
症引起的一系列症状，而且取材方
便，价格低廉，临床效果良好，获得专
家一致好评。 (门晓丽 孙艺萌)

张店中医院一课题

获市科技部门鉴定

本报1月1 1日讯 (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王斌 高
丽 ) 1 1日，记者从市卫计委
获 悉 ，2 0 1 4 年 至 今 ，淄 博 通
过政府购买公共卫生服务的
方式，在山东省率先实施新
生儿遗传代谢性 4病免费筛
查工作。全市新生儿四病筛
查 共 3 3 2 7 7 人 次 ，筛 查 率 为
9 9 . 2 0 % ，其 中 患 病 儿 童 3 1

人。
据了解 ,自2000年淄博启

动新生儿先天性甲状腺功能
低下症和苯丙酮尿症“两病”
筛查工作 , 2010年 ,在“两病”筛
查的基础上 ,病种拓展到 4种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症、
苯丙酮尿症、先天性肾上腺皮
质增生症、葡萄糖-6-磷酸脱
氢酶缺乏症 )。2013年 ,全市开

展串联质谱法新生儿遗传代
谢病筛查 ,将筛查的先天性疾
病由4种扩大到2 8种。新生儿
疾病筛查工作开展14年来 ,淄
博已形成了新生儿疾病筛查
规范管理与服务体系 ,包括筛
查、随访、诊断、处理、评估、
教育6个方面内容。2014年 ,淄
博依托新生儿筛查诊断中心 ,

在财政部门支持下 ,在山东省
率先实施免费筛查工作 ,在实
施时，采取服务对象先行垫
付，出院后到夫妻一方所在区
县指定机构办理报销手续的
方式进行。此举有利于推进新
生儿疾病筛查的可及性、公
平、效率 ,可降低患儿致愚、致
残率 ,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
自2 0 0 0年开展新生儿疾病筛
查以来 ,筛查新生儿总人数已

达到602180人次 ,筛查率超过
99%,患病儿童337名 ,确诊患儿
全部由市妇幼保健院免费治

疗到3周岁 ,经干预治疗后 ,患
儿体格和智力发育基本达到
正常水平。

33万万余余名名新新生生儿儿免免费费筛筛““四四病病””
已实现全市覆盖，有利于新生儿疾病提前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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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直卫生系统13
个单位的志愿者们集中看
望了博山和沂源的70名留
守儿童，为他们送去礼物。

近年来，市直卫生系统
在进行物质帮助的同时，为
帮扶孩子开展微量元素监
测、健康查体等活动。截至
目前，市直卫生系统为留守
儿童送去学习用品和新年
礼物共计6 . 0 5万元。接下
来。市直卫生系统将持续开
展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本报通讯员 赵丽娅 李
爱学 摄影报道

淄淄博博淘淘汰汰1177家家药药品品批批发发企企业业
全市药品流通开始提档升级，已有30家企业完成新法令认证检查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朱海升 ) 11

日，记者从淄博市食药监获悉，
经过实施新修订药品GSP认证
工作，截止到去年年底至今年
年初，淄博已淘汰药品批发企
业17家。现有47家企业中，30家
已通过新修订药品GSP认证检

查，3家正在申报认证，其他14

家企业已完成或基本完成软硬
件改造，药品流通企业实现着
全面提档升级。

据了解，市食药监对全市
药品批发企业进行重点帮扶，
促进医药企业规范健康发展，
做大做强。通过积极推进新修

订药品GSP认证工作，目前，全
市药品批发企业呈现出良好变
化。药品仓库质量获得极大改
观。一年来，全市药品批发企业
共投资2亿多元，仓库面积达到
11万平方米，增加了1/4，接近或
达到了现代医药物流标准要
求。计算机系统实现全面升级，

实现了有效期提示预警、不符
合要求供应商、客户拦截、特殊
药品、专门管理药品识别和控
制。制定了更加全面的质量管
理体系文件，系统化开展了质
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质量改进和质量风险评估管理
等活动。

张张店店整整改改224444处处推推拿拿按按摩摩机机构构
对核实的非法行医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于丽娜 刘瑞杰)

为进一步加强打击非法行医
力度，规范推拿、按摩服务行为
的监督管理，近日，张店区卫生
监督部门在全区范围内统一行
动，开展了打击非法行医规范推
拿按摩服务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据了解，专项整治行动采
取城区和镇办联动的方式，由
区卫生监督所和镇卫生院各负
其责，在全区范围内进行拉网
式排查及清理整顿工作。专项
行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对辖区内各推拿按摩机构进行
排查，责令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的单位限期整改。第二阶段利
用油漆喷涂、清洗剂清洗、广告
牌拆除等方式，重点对拒不整
改和整改不到位的单位的违法
宣传广告进行集中拆除清理，
对查处核实的非法行医行为进
行立案查处。全区共计检查推
拿按摩服务机构270家，现已整

改 落 实 2 4 4 户 次 ，合 格 率 达
98 . 4%。目前，不合格的单位正
在进一步整改落实，并将给予
行政处罚。通过专项整治，进一
步规范了张店区推拿按摩机构
的服务行为，违法违规夸大宣
传医疗效果的现象得到有效遏
制，维护了医疗服务市场秩序。

市市职职防防院院爱爱心心救救助助玉玉树树少少年年
免除所有治疗费用，目前患者已康复出院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张其勇) 近日，来
自青海玉树曲朗多多学校的董
老师和学生巴丁将一封感谢信
送到了市职业病防治院，感谢医
院外二科医护人员精湛的技术
为巴丁解除了病痛，并感谢医院
为巴丁免除了手术费、医药费。

据了解，巴丁是曲朗多多学
校的一名贫困学生，被学校选拔
推荐到淄博技师学院学习。某

日，巴丁发现脚趾上长了一个肿
物，还出现溃烂，十分疼痛，严重
影响到了生活和学习。市职业病
防治院志愿者杨玲得到消息后，
与外二科主任陈百山联系诊治
事宜，同时向医院汇报。医院考
虑到巴丁来自青藏高原腹地，经
济状况不佳，研究决定为其免除
所有费用。外科随即组织皮肤
科、烧伤整形科专家进行会诊，
最后确诊为“外生性甲下骨疣”。

由于此病比较少见，最后经过医
生讨论，决定为巴丁实施手术切
除治疗，但因肿物经过十几年的
侵蚀，手术以后甲床存活是个难
题，如果甲床不能保留就面临着
截肢的严重后果。经过专家组的
术前讨论和精心准备，于去年12

月15日为巴丁实施了手术，手术
中专家仔细的游离出肿物组织
进行切除，根据侵蚀情况保留了
大部分甲床，为了保证肢体的美

观，手术医生为巴丁的甲床实施
了扩大术，手术过程非常顺利。
经过细致的术后观察和精心护
理，巴丁已经顺利康复出院。

在感谢信中，来自玉树的带
队老师表示：“我由衷的感激、感
谢各位白衣天使，感谢医院领
导，感谢为孩子付出的所有爱心
人，您们的关爱温暖了巴丁，也
温暖了曲郎多多全体师生的心。
再次感谢、感谢、再感谢！”

本报讯 近日,山东理工大学依
托“仁爱使者”志愿服务队伍,在淄博
市中心医院设立了大学生志愿服务
基地,并举行了签约揭牌仪式。

“仁爱使者”志愿服务联盟启动3

年多来,已成为展示良好道德风范、向
病人传递爱心和温暖、深受淄博民众
称赞的公益服务品牌。到目前,仁爱使
者志愿者达2050人,奉献服务工时5万
多小时,服务病人120万余人次。仁爱
使者志愿者团队被授予2013感动淄博
年度人物、淄博市优秀志愿者服务组
织、“三好一满意”服务品牌。设立大
学生志愿服务基地后,山东理工大学
将定期组织学生参加仁爱使者志愿
服务活动。仁爱使者志愿者服务中心
将有计划地对大学生志愿者进行指
导和培训。 (李扬)

理工大志愿服务

基地落户市二院

本报讯 为巩固优质护理服务
工作成效，进一步落实责任制整体护
理，推进优质护理服务持续、深入开
展，促进护理工作更加贴近临床、贴
近患者、贴近社会。近日，张店区第二
人民医院护理部组织全体护理工作
者召开以优质护理服务为主题的护
理质量管理会议。

自优质护理服务推行以来，护理
工作一直围绕着“以病人为中心”的
服务宗旨，切切实实急患者之所急、
想患者之所想，扎扎实实实行精细化
管理、从各个方面改进服务质量，将
优质护理服务的指导思想贯穿于护
理工作的始终。 (郭艳)

张店区二院开展

护理创新模式

本报讯 近日，淄川食药监局昆
仑监管所食品药品协管员培训会召
开，此次培训会上，相关工作人员以
具体事例的形式与参会人员交流探
讨了食品药品的基本常识、监管工作
的职责和规范要求，以及相关食品药
品安全知识，让协管员们认识到食品
药品安全的重要性，切实绷紧食品药
品安全弦。

通过培训，提高了协管员们对食
品药品安全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
认识，了解了自己的职责，为下一步
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王科)

淄川昆仑食药监

开展协管员培训

新生儿健康关系到每一个家庭（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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