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4

2018年5月11日 星期五
编辑：王尚磊 组版：郑文健康聊城

聊城市卫生计生委

树树准准靶靶向向提提高高脱脱贫贫攻攻坚坚精精准准度度
王长新

聊城市卫生计生委以群众需求为切入点，以帮助贫困户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为核心，以“扶持政策在卫生计生惠民措施上上优先服务困难群众”为落
脚点，坚持精准扶贫与行业特色相融合，树准靶向，精准发力，有效提高了脱贫攻坚的精准度。

卫计改革与精准扶贫结
合，做到同促共进。该委准确把
握医改和精准扶贫的结合点，
用深化医改政策助推精准扶
贫，用精准扶贫的措施深化医
改。一是推行分级诊疗制度，切
实减轻就医负担，特别是贫困
户就医负担，解决“看病贵”因
病致贫问题。通过城市医疗机
构托管、技术协作等形式，与基
层医疗机构、民营医疗机构建
立医疗联合体22个，覆盖医疗
机构197家，有效引导患者合理
分流，形成了“小病不出村、大
病不出镇、重病不出市”的就医
新格局，使常见病和多发病群
众在基层医疗机构得到诊疗，
服务价格更低、报销起付线更
低，报销比率更高，极大降低了
患者医疗负担；二是推进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做到早发
现，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积
极探索了市、县、乡、村“四位一
体”的传染病精细化管理模式，
在全市范围内实行麻风病疑似
病例转诊制度，2岁以下适龄儿
童麻疹疫苗常规免疫接种率和
及时率达到95%以上。在全市
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和一级医疗卫生机构推
进艾滋病检测点建设，全市无
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从源头
上阻断农村居民因病致贫问
题。三是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
度，规范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
集中采购。去年全市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签订药品订单金额
2 . 98亿元，同比上涨17 . 32%。
全市41家公立医院网上药品订
单金额15 . 33亿元，同比上升
24 . 86%。实际到货金额14 . 76
亿元，网上到货率97 . 03%。

计生政策与精准扶贫结
合，确保“一个都不能少”。该委
坚持精准取向，强化精准医疗
救助，提高补助标准，落实新农
合和大病保险倾斜政策，着力
解决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问题。一是积极开展贫困家庭
新生儿免费筛查、妇女“两癌”
免费筛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等公共项目和出生缺陷综合防
治，避免因智力、精神疾病、重
大传染病、先天疾病等因素导
致代际传递。二是组织开展流
动人口计划生育关怀关爱专项
行动，走访流动人口计生家庭
23057户，外访6403人，免费查
体44087人，落实对35360名流
出人员的卫生计生奖励。三是
开展“计生助福行动”、“为希望
扬帆—计生助学”活动，已救助
181名计生困难学子，发放救助
金36 . 2万元。去年全市走访慰
问计生困难家庭14137户，发放
慰问品、慰问金921 . 9万元，发
放奖励扶助金2484 . 67万元，特
别扶助金561 . 96万元，增强贫
困计生家庭发展能力。

医疗救助与精准扶贫结
合，不让疾病拖垮一个家庭，破
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难题。

一是在全市全面推行了“先诊
疗，后付费”服务模式，先后举
办“赶大集，送健康”活动1547
次，参加医务人员1万余人，义
诊16万余人，免费发放健康教
育宣传材料30万余份，免费发
放药品83万余元，让群众在家
门口享受到城市医疗专家提供
的服务；大力实施了“健康快
车”、“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
程”，完成免费复明手术17000
余例；农村贫困家庭先心病患
儿免费救治项目救治患儿274
名，减免费用1015万元；二是为
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该委
组织开展了“百名专家援基层、
千名主治进乡村”活动，全市已
建帮扶医疗机构159个，建立医
疗扶贫团队3077个；分类救治病
种扩大到93个，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因 病 致 贫 返 贫 户 数 减 少
65.2%，累计下派102名副高级以
上职称和1050名高年资主治医
师开展帮扶工作，让群众少花
钱，看好病，不花钱，能看病，就
近看病，方便看病，消除“从一开
始就输在起跑线”的医疗焦虑。
三是针对因病致贫户，采取基本
医疗点对点、健康指导面对面的
方式，根据帮扶对象的具体情
况，建立帮扶档案，制定服务台
帐，明确帮扶对象、帮扶户基本
信息、需要帮扶的内容，制定帮
扶措施及服务记录，延伸帮扶内
容，如有疑难杂症，可协助联系
二级、三级医院的专家会诊等。

健康教育与精准扶贫结
合，引导群众防住病。一是根据
群众健康需求，开展农民健康
行动，选派有二级以上医疗机
构临床经验丰富、技术精湛、医
德高尚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
专业队伍，到偏远农村免费为
农民为群众健康体检、诊断疾
病，传授健康知识与自我保健
技能，已开展农民健康服务行
动1万余次，参加医务人员14万
余人次，诊疗100万余人次，健
康体检140万余人次，免费发放
健康教育宣传材料600万余份，
建立居民健康档案130万余份，
为农民节约医药费用9600万余
元。二是在聊城电视台推出了
全新健康宣教栏目《健康聊
城》，每天在聊城电视台3个频
道、6个时段滚动播出，邀请全
市知名专家对人民群众关注的
养生保健和传染病、多发病、慢
性病的预防、治疗知识进行权
威解读，已播出400余期，受益
人数已200多万人。三是完善身
边的“健康教育阵地”。为扩大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覆盖面，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健康文
化，使健康元素融入百姓生活，
全市已建成11个大型“健康主
题公园”、20条长度500米以上

“健康教育一条街”和19处1000
米的“健康步道”；在各级各类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车站、
大型商场、农贸市场等设立了
健康教育宣传栏26000余块，根

据季节变化定期更新；建设健
康科普场所352个，展厅面积
5835平方米，每年参观人次27
万余次。还建设了公共场所健
康科普活动室或场所1100余
个，健康科普宣传专用车149
辆，健康科普画廊80个。

“双联共建”与精准扶贫结
合，量身制定拔穷根。一是为做
好“双联共建”工作，该委召开
专题党委会议，组织班子成员
和机关干部多次到共建村调
研、督导帮扶工作进展情况，认
真查找“贫根”，研究制定了《市
卫生计生委机关和市直医疗卫
生单位干部包村联户实施方
案》，选好贫困村“第一书记”；
二是该委确定由机关副科级以
上干部和市直医疗卫生单位班
子成员进行“一对一”帮扶，将
精准扶贫，落实责任到人、到项
目、到措施、到标准，已为双联
共建的东昌府米炉村、阳谷杨
王李村、庄海村，筹措资金上百
万元，打了井、修了路、绿化了
村庄、完善了农家书屋，并进行
多次义诊，送医送药上门；三是
该委要求市直各医疗卫生计生
单位要定期到贫困村开展义诊
帮扶活动，宣传国家方针政策、
法律法规和惠民政策，帮助解
决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共同
讨论家庭脱贫致富的具体办
法，引导村民脱贫致富，给予贫
困家庭在思想、智慧、经济和物
质上帮助。

5月4日，聊城市疾控中心举
办“民族魂·中国梦”经典诵读会。
聊城市疾控中心领导班子、全体
干部职工参加了此次诵读会。

诵读会上，来自聊城疾控
各科室(所)35岁以下青年职
工纷纷上台围绕勤奋敬业、劝
学励志、爱国爱民、齐家治国、
团结和谐等主题，选择《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之江新语》、
《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中华
经典藏书以及反映改革开放
新成就的优秀作品，采用配乐
朗诵、多人朗诵、个人独唱、合
唱、书法等表现手法，弘扬中
华民族伟大精神，展示疾控青
年良好形象。

通过此次诵读活动，使聊

城疾控广大青年在诵读中品
味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体
会到“中国梦”的深刻内涵，激
发出干事创业的疾控梦想。大
家纷纷表示，将倍加珍惜青春
年华，在奋斗中领悟青春的瑰
丽，在工作中领悟人生的真
谛，用满腔激情和热血共同创
造聊城疾控新的辉煌。(赵静)

诵诵读读！！感感受受来来自自疾疾控控的的力力量量

在“5、12”国际护士节临
近之际，为了隆重纪念“5、12”
国际护士节，激发全县广大医
务工作者为人民健康服务的
热情，促进健康阳谷建设。
2018年5月5日，县卫计局、县
广电中心联合举办了以健康
促进为主题的护士节文艺大
赛，比赛共25家医疗卫生单位
约200余人参加。

此次大赛各医疗卫生单
位选送了33个优秀文艺节目
参与，节目形式涵盖情景剧、
群体体操、合唱、舞蹈、小品
等。一个个精彩节目赢得现场
观众阵阵掌声和喝彩声，演出
高潮迭起、精彩不断，一个个
匠心独具的编排，一段段高亢
嘹亮的歌声，一款款铿锵有力
的舞姿，在展现卫计工作者牢

记使命、救死扶伤、无私奉献
的精神风采的同时，普及宣传
了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
限酒、心理平衡的健康生活方
式。将健康促进宣传融入到整
个演出中，使观众在观看节目
的同时受到教育，进一步增强
群众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护
意识，为促进健康阳谷建设起
到了重要作用。(魏帅 董倩)

阳阳谷谷县县举举办办庆庆祝祝国国际际护护士士节节文文艺艺大大赛赛

本报聊城5月10日讯(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张绪江

王浩庆) 5月10日下午，在第
107个国际护士节即将来临之
际，聊城市复退军人医院举行

“弘扬南丁格尔精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庆祝5 . 12护士节暨
表彰大会，授予6名同志“星级
服务管理示范标兵”荣誉称号，
64名同志“技能星护士”、“服务
星护士”、“质量星护士”、“亲民
星护士”荣誉称号，6个科室“星
级服务管理示范科室”。

聊城市复退军人医院院
长黄留祥代表医院党委及医
院领导班子、向全体护士表示

节日的祝贺，感谢他们在护理
岗位上的无私奉献、辛勤耕
耘。多年来，医院护理工作者
踏着南丁格尔的足迹，本着救
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继承
和发扬了护理事业的光荣传
统，在平凡的护理岗位上，恪
尽职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有的放弃休息时间、有的带病
工作，有的舍小家顾大家，坚
守在护理一线，以真诚的“爱
心、耐心、细心、责任心”认真
对待着每一位病人，树立了白
衣天使良好的社会形象，维护
了医院的声誉和尊严，赢得了
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誉和信赖。

聊聊城城市市复复退退军军人人医医院院

举举行行55 .. 1122护护士士节节表表彰彰大大会会

获得荣誉称号的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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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聊城市第四人民医
院特邀“1+1”好支部共建行动
中所对接的莘县王奉镇党委
书记田丹、副书记魏永利，带
领四个共建村党支部书记来
院参观指导，副院长楚玉民及
医院共建党支部书记进行了
热情接待。

在明德楼五楼会议室，楚
玉民对王奉镇领导一行表示
热烈的欢迎，并展示了医院党
建相关资料文件和工作成果，

播放了标准化建设宣传片，详
细介绍了聊城市第四人民医
院的医院管理、专科特色、设
备情况、文化建设、人才队伍
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楚玉民表示，此次座谈是
双方共建工作的深入和细化，
通过搭建平台，加强双方党组
织建设，深入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带头作用，形成共建的长效
机制，有助于实现资源共享，

发挥党支部服务基层的作用，
共同服务好周边群众。

为切实帮助共建村解决
发展难题，为村民办实事办好
事，此次活动中医院帮扶一位
王奉镇村民来院治疗，将健康
扶贫扶到村民心坎上，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切实推进“大学
习、大调研、大改进”各项工作
顺利开展，交一份满意的答
卷。

(翟晖 任喜荣 杨蕊)

聊聊城城市市第第四四人人民民医医院院：：共共建建““11++11””好好支支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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