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2 城事 2016年12月14日 星期三

编辑：高洪超 美编/组版：宋时梅

为落实威海市政府下发的
《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立
的实施意见》和威海市卫计委、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关于
威海市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指
导意见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加
快推进医院分级诊疗制度建
设，更好满足百姓对医疗健康
服务的需求，威海市经区医院
采取纵向联合，对上联合国家
级、省级医院，对下联合辖区乡
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实现上
下联合、分工合作，建立了以紧
密型医联体为基础的新型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为全面落实分
级诊疗制度提供了有力保障。

多年来，为满足百姓不断
增加的医疗卫生需求，让百姓
在家门口就可享受到国家级、
省级医疗卫生服务，威海市经
区医院相继与北京六院、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山东省齐鲁医
院建立了医疗合作关系。今年，
为更好地发挥为辖区百姓提供
基本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

急诊急救以及对辖区基层医院
的技术指导帮扶的职责，进一
步提高医院自身的医疗技术和
管理水平，优化效率，在三甲医
院创建的基础上，经区医院结
合实际，提出了“站在新起点谋
求新发展”的战略目标。同时，
采取就近原则，对上攀联一家
有实力的省级医院、下联基层
医院，建立以技术协作型为主
的紧密型医联体的有力举措，
该举措得到烟台毓璜顶医院的
鼎力相助。

为将省级区域中心的优势
资源引进威海，满足百姓的健
康需求，经区医院以实现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公平可及为导
向，今年8月份，与烟台毓璜顶
医院达成合作意向。自达成意
向以来，烟台毓璜顶医院充分
发挥山东省区域医疗中心辐射
带动作用，每周派专家团队到
经区医院坐诊、查房、手术和讲
座，他们不仅带来了高超的医
疗技术，也带来了毓璜顶医院

的优良作风和管理思想。通过
合作，烟台毓璜顶医院的优势
医疗资源辐射到威海，实现省
级优势医疗资源下沉，这对加
强烟威地区医疗技术交流，促
进烟威地区整体医疗技术水平
提升起到积极作用，将更好地
满足患者的多样化医疗服务需
求。同时，双方的合作也对经区
医院医联体工作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按照《威海市城乡医院对
口支援工作方案》和《关于推进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实施意
见》的相关要求，在与烟台毓璜
顶医院开展紧密合作的同时，
经区医院也与辖区桥头、崮山、
泊于三个镇卫生院同时开展了
紧密型医联体合作，按照双向
转诊、技术支持、人才培养、资
源共享、共同发展的目标，对三
个镇卫生院进行技术支持、指
导和帮扶，在人力、物力和管理
上支持基层医院的发展。让省
级优势医疗资源通过经区医

院，再把经区院优势资源通过3
个乡镇卫生院惠及更多的百
姓，真正发挥了医联体的合作
共赢、协同发展的目的。

据统计，自今年8月份起，
烟台毓璜顶已先后派出16批专
家团队、33名专家到经区医院
坐诊69次，接诊人次715人，开
展手术15例，组织查房70次、查
房人次1000余人，而经区医院
到烟台毓璜顶院短期学习人员
20人次，到乡镇卫生院授课5
次、培训人员160人次，组织专
家随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一起
入村为居民开展义诊9次，服务
人群300余人次，并免费为3个
三个乡镇卫生院提供高压灭菌
服务，为泊于乡镇卫生院赠送
救护车1辆，乡镇卫生院转诊到
经区医院门诊就诊18人次，住
院4人次。

为促进合作深入开展，11
月8日，经区医院分别与烟台毓
璜顶医院签订了威海分院协
议，与三个基层医院签订了医

疗合作医院协议，并自协议签
订以来，为实现合作医院之间
管理、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同质
化、同步化，实现诊疗过程无缝
隙对接，召开合作医院专题会3
次，就合作的具体细节进行讨
论研究，落实分级诊疗制定，促
进合作良性发展。

推进医联体建设是深化
医改的重点工作任务，威海市
经区医院与烟台毓璜顶医院
以及三家基层医院开展包括
医、教、研以及管理等方面的
全面合作，既符合国家的分级
诊疗政策，同时对提升医院技
术和服务，进一步方便百姓看
病就医将起到积极作用。它是
优化医疗资源结构布局，推动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
医疗服务能力的有效手段。
2017年，经区医院将按照医联
体的“三个通道”、“两个下
沉”、“一个提升”的总体目标，
推动该项工作的规范、有序、
全面开展。

共共建建““医医联联体体””，，让让百百姓姓看看病病更更便便捷捷
经区医院上下联合加强合作，推进医联体合作向纵深发展

本报威海12月13日讯(记者
陶相银) 9日下午，在临港

区福州路一路口，一辆吉普越
野车闯红灯与一辆奇瑞轿车相
撞，奇瑞车原地停住，“个头”占
优势的吉普车当场转了一个
圈，又后退20多米，横穿路中绿

化带又倒进了逆向车道。
9日14时18分，一辆奇瑞

QQ轿车在临港区福州路由北
向南行驶至威海路交叉口，前
方绿灯，奇瑞轿车正常驶过，岂
料路口西侧蹿出一辆吉普越野
车。奇瑞轿车一头顶上了吉普

车左后位。
巨大的撞击声中，奇瑞车

原地停住，体型较大的吉普车
如陀螺般逆时针旋转一周，继
而横穿路中绿化带，又倒进了
逆向车道才停下。这一过程被
奇瑞的行车记录仪清楚记录下

来。
六大队交警认定吉普车闯

红灯导致事故发生，所幸双方
没有人员伤亡，但奇瑞车头严
重受损，吉普车左后侧部位受
损，估计经济损失上万元，吉普
车司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被

记6分、罚款200元。
交警介绍，路口易发生碰

撞事故，多是因不让行、车速过
快导致，“不论路口是否有红绿
灯，司机都应减速慢行，做到一
看二慢三通过。”

越越野野车车闯闯红红灯灯被被撞撞得得乱乱转转
转了一圈后倒退20多米，穿过路中绿化带进了逆向车道

本报威海12月13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苏敏)

12日凌晨，荣成特巡警一大队
巡逻车夜巡至建业街中都苑小
区东侧，民警发现一辆菏泽牌
照的黑色SUV翻在路边，还撞
了路边一辆小轿车的尾部。民
警立即下车，只见一男子从被

撞碎的车窗爬出来呼救。民警
赶紧上前拉起男子，发现他未
有明显外伤，被撞轿车内无人。

男子杨某自称半个小时前
驾车不小心压了路牙子，车打
滑撞上路边轿车。杨某称手机
丢在车内，无法拨打110，请求
巡逻民警帮忙报警。对杨某施

救过程中，民警闻到他身上有
酒气，民警报告110指挥中心联
系交警，将杨某移交给随后赶
来的荣成交警大队。

现场呼吸式酒精检测，杨
某体内酒精含量为1 3 5mg /
100ml，已达到醉驾标准。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男男子子醉醉驾驾翻翻车车，，求求助助巡巡警警露露了了陷陷

本报威海12月13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聂东)

侄子工作未戴安全帽，被安全
员王某处罚。眼看侄子被“欺
负”，叔叔任某拿羊角锤抡向王
某致对方右肩胛骨骨折。涉嫌
故意伤害罪，任某被取保候审。

12月5日，泊于边防派出所
接王某报警称被人打伤，王某
是泊于镇某建筑工地安全管理

员，12月5日早晨，王某巡查工
地发现工人张某未按要求戴安
全帽。出于安全考虑，王某责令
张某停工，将此事记录在案，表
示将按照工地规定处罚。

年轻气盛的张某不服气，
与王某吵了起来，工友纷纷指
责张某。自知理亏，张某不再争
吵，承诺遵守工地规定，事情看
似得到了圆满解决。

然而这一幕却被张某的叔
叔任某看在眼里，记在了心里。
任某带侄子张某从外地来威海
打工，自然不想让侄子受委屈。
就在大伙散去时，任某突然抡
起干活用的羊角锤砸向王某后
背，王某躲闪不及，膀上挨了重
重一锤。经法医鉴定，王某右肩
胛骨骨折，构成轻伤。因涉嫌故
意伤害罪，任某被取保候审。

侄侄子子不不戴戴安安全全帽帽被被罚罚，，叔叔叔叔护护犊犊子子报报复复被被抓抓

99个个项项目目获获省省级级扶扶持持资资金金990000万万元元

本报威海12月13日讯(记
者 孙丽娟 通讯员 于淑
华) 从市财政局了解到，建
恒电子商务基地、中韩文化
艺术传播中心、威海半岛艺
术空间文化产业基地等9个

项目获得省级服务业发展引
导资金900万元。

以上9个项目社会投资
总1.5亿元，涉及健康养老、家
政、文化旅游、电子商务、检验
检测、产品质量追溯等行业。

田田和和街街道道解解决决电电梯梯停停用用难难题题

本报12月13日讯(通讯员
于晓玲) 近日，高区田和街

道办寨子生活小区几位居民
代表，对办事处在电梯问题解
决的事件中起到的组织协调
作用，送上锦旗表示感谢。

今年5月6日，寨子生活
小区247号楼西单元电梯失

控，电梯一直停运给居民生
活带来不便。事件发生后，田
和街道办事处为早日解决分
歧，多次组织居民代表、物业
公司、电梯公司三方对话，探
讨解决方案，最终克服多重
困难，247号楼西单元的电梯
事件得到圆满解决。

安安全全堡堡垒垒 CC44世世嘉嘉荣荣获获CC--NNCCAAPP五五星星评评价价

“ C - N C A P ”和“ C -
ECAP”作为检验国内汽车设
计制造与车辆安全方面的两
大权威项目，获得它们的奖项
无疑是无数车企梦寐以求的
事情。若能同时获得这两项奖
项，那无疑是对车辆品质的最
高赞赏。

真有“神”车。东风雪铁龙
C4世嘉——— 继荣获C-ECAP
白金牌之后，再以56 . 1的高

分，一举摘取“五星”安全评价
的桂冠。这项大奖的获取，得益
于其在各项测试中的出色表
现：正面100%重叠刚性壁障碰
撞试验、正面40%重叠可变形
壁障碰撞试验、可变形移动壁
障侧面碰撞试验、鞭打试验均
获得高分。汇聚多重主被动安
全装备于一身，大幅度提高了
整车的安全系数，C4世嘉的出
众实力尽显无遗。

传承C4家族法式基因、集
东风雪铁龙24年造车经验于一
身，C4世嘉适用欧洲领先的汽
车生产工艺，全面满足欧盟严
苛制造标准、安全标准、环保标
准，成功跻身主流中级车市场。
而此次C-NCAP五星的加持，
不仅是对它越级安全和欧系品
质的权威认可，也将成为C4世
嘉获得更佳市场表现的强力支
持。

临临港港国国税税局局促促青青年年干干部部成成长长

本报12月13日讯 (通讯
员 宋伟健) 临港区国税
局打好“四”字牌促青年干
部成长。一是打好“德”字
牌。建立青年志愿服务队，
开展到农村访贫问苦、参观
革命胜地等活动，激发青年
干部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

识。二是打好“学”字牌。班
子成员与青年干部定期开
展一对一思想交流，增强了
青年干部的认同感、归属
感。三是打好“训”字牌。四
是打好“廉”字牌，开展“廉
书荐读”、“读书思廉”、领导
干部讲党课等活动。

荣荣成成审审计计认认真真学学习习六六中中全全会会精精神神

本报12月13日讯(通讯员
周子敬) 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召开后，荣成市审计
局高度重视、迅速行动，掀起
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荣成
市审计局利用电子显示屏、

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对全会精
神进行解读；利用党员活动
室张贴全会精神要点、干部
学习心得；利用微信、qq平台
发送全会公报主要内容，在
全局上下营造了浓厚的学习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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