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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医养养融融合合””打打通通健健康康养养老老““最最后后一一公公里里””
□王长新 田冰 路印娟

“一直盼望着市医护型
养老保健服务中心尽快建
起来，现在终于建起来了，
没想到条件和医疗水平这
么好！”6月12日，市民窦秀
芳前往市医护型养老保健
服务中心查体。几天前，窦
秀芳膝骨关节炎复发，在家
人的陪伴下来到了试运营
业的市医护型养老保健服
务中心，及时缓解了病痛，
并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康
复训练。窦秀芳不仅称赞中
心的医疗水平，更是感受到
了康复医疗不断丰富的品
质和内涵。

这仅仅是聊城市聚力
打造医养结合示范市，高水
平建设一批医养综合体的
缩影。目前，全市各级医疗
卫生机构积极推进居家养
老，实际健康管理的65岁及
以上老年人26 . 6万人，已签
约老年人23 . 9万人；指导医
疗机构拓展养老服务，全市
214家医疗机构中，已设立
老年病专科18家，开通老年
绿色通道28家，与养老机构
协议合作11家，设置养老床
位5400多张，已开放使用
1200多张，入住老人800多
人；协助养老机构开展医疗
服务，全市7 6家养老机构
中，有1 2家已内设医疗机
构，入住老年人6402人，其
中，失能老人1501人，半失
能老人2212人；培植医养结
合市级重点医养结合项目6
个、省级重点项目4个，

医养结合是养老事业

和养老产业的发展方向。作
好医养结合这篇文章，必须
统筹力量、整合生态资源、
医疗资源、养老资源，做到
医疗和养老双向互动、无缝
对接、融合发展，满足人民
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
养老需求。

坚持规划引领，形成齐
抓共管、整体推进的合力。
市委、市政府树立“全方位、
全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把
医养产业作为新旧动能转
换的重点产业来抓，将医养
结合工作纳入全市“十三
五”发展规划，专门召开了
有市发改委、经信委、卫计
委、民政局、财政局、体育
局、食药监局、旅发委、老龄
办等8家市直部门的相关负
责人参加的全市医养结合
暨健康产业规划座谈会，各
部门分别结合工作实际对
医养健康产业发展规划编
制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同
时将积极行动，主动作为，
发挥部门优势，深入调研，
抓准基本情况，坚持预见性
和操作性结合，做好配合服
务工作，确保医养健康产业
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顺利
开展，形成齐抓共管、整体
推进的工作合力。

注重发挥专业机构的
龙头效应，助推“医养融合”
养老模式可持续性。积极推
动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医养
结合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医
疗机构托自身医疗资源建
设养老院，向养老、康复、养

生等服务延伸，聊城市第四
人民医院兴办的市祥鹤医
养中心，为老年人提供的医
疗康复、居住、护理及保健、
急救等服务一直处于满负
荷状态，深受老年人青睐，
已是“一床难求”；鼓励有条
件的养老机构开展临床医
疗服务型养老服务，养老机
构申办内设医疗服务机构，
为入住的老年人提供生活
照料的同时开展医疗护理、
康复理疗等服务，整体提高
了养老机构的临床医疗服
务能力，让入住者解决了看
病就医包括急救等方面的
后顾之忧，东阿民康养老院
内设曙光医院，入住老年人
在养老的同时随时得到医
疗保健方面的服务，一些老
年常见病诊断、急救、治疗，
包括定期体检等服务得到
满足，这种模式也很受群众
的欢迎；引导医疗卫生服务
机构拓展服务范围延伸至
社区、家庭，开展医养结合
服务，重点很抓了聊城医养
中心、东阿中医药健康产业
园等项目建设；建立养老机
构内设医疗机构与合作医
院间双向转诊、急诊急救等
绿色通道，确保老年人能够
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对养
老机构设置的医疗机构，符
合条件的按规定纳入基本
医疗保险定点范围。

构建大健康产业体系，
注重做好康养服务的延伸
普及。鼓励各级医疗卫生机
构开展养老服务，推动医疗

卫生服务向社区、家庭延
伸，鼓励执业医师到养老机
构设置的医疗机构多点执
业，支持有专业特长的医师
及专业人员在养老机构规
范开展疾病预防、营养等非
诊疗行为的健康服务；鼓励
基层医疗机构开设家庭病
床，能够保障居家养老的老
年人同样享受到医养结合
政策的实惠；支持社会力量
兴建的“医养结合”服务机
构，积极打造无障碍审批通
道，精简审批流程，提升审
批效率，加大政策规划支持
和技术指导力度，在养老机
构依法依规举办医疗机构
的设置审批环节，积极打造
无障碍通道，建设之初就要
把养老与临床诊疗服务综
合考虑与规划，形成兼顾医
疗服务的养老服务机构，满
足不同类型的老年人的养
老、医疗服务；支持养老服务
中小企业加快发展，龙头企
业做大做强，不断提高科技
创新能力，培育养老知名品
牌，形成一批产业链长、覆盖
领域广的养老产业集群。目
前，茌平的金柱和佑颐养院，
已有100多名老年人居住养
老，并接受相关医疗保健服
务；同时，鼓励各级医疗卫生
机构和医务工作志愿者定期
为老年人开展义诊，开发中
医药与养老服务相结合产
品，鼓励举办以中医药健康
养老为主的护理院、疗养院，
建设一批中医药特色医养结
合示范基地。

今年5月29日是中国计
生协成立38周年纪念日，也
是计生协第20个“会员活动
日 ”。聊 城 高 度 重 视 开 展

“5 . 29会员活动日”宣传服
务活动，结合本地实际，务
求实效，认真贯彻落实省计
生协文件精神，4月底下达
通知掀起全市活动的热潮。
聊城计生协在全市范围内
组织广大计生协工作者、会
员按照中国计生协提出的

“五讲”要求，唱响“六项重
点任务”，持续开展关怀帮
扶活动，重点走访慰问失独
家庭、计生困难家庭和“三
留守”人员(留守老人、留守
妇女和留守儿童)等，倾听

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诉
求，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解
决实际困难。

聊城市广泛开展群众
性宣传教育服务活动。以广
场宣传、社区宣传、入户宣
传为阵地，通过文艺演出、
演讲比赛、知识讲座、摄影
书画展、发放宣传品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集中开展
丰富多彩的宣传服务活动，
把“5 . 29会员活动日”宣传
活动推向了一个高潮。

加强媒体宣传。全市计生
协重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
阵地作用，积极主动在党政报
刊、主流媒体上宣传“5 . 29会
员活动日”服务活动好经验，

加强与本地媒体的联系，加大
了媒体宣传的力度。

据统计，全市“5 . 29会
员活动日”宣传服务活动截
至6月4日，宣传活动：县市
级计生协活动9场，宣传人
数5000余人；乡镇计生协活
动200场，宣传人数近6万
人；村居社区计生协活动
3857场，宣传人数18万余
人。服务活动：县市级计生
协服务9场，慰问或其他服
务人数400余人;乡镇计生协
服务245场，慰问或其他服
务人数4500余人；村居社区
计生协服务3917场，慰问或
其他服务人数18200余人。
媒体宣传：国家级1篇；省级

文字稿件2篇，省级网站发
稿3篇；市县级文字稿件11
篇，音频、视频稿件9个，网
站发稿9篇。

聊城市“5 . 29会员活动
日”系列活动已经形成了市、
县、乡、村、上下配合，四级联
动的活动机制，营造出了良
好的宣传氛围，在全市城乡
上下取到了很好的宣传效
果。计划生育协会组织的影
响力得到很大提高，有力地
促进了人口计生工作和协会
工作的开展，使计生协会的
职能优势和资源优势得到了
进一步发挥，为进一步促进
社会和谐发展，起到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 (陈冬梅)

““55 .. 2299会会员员活活动动日日””
聊聊城城市市计计生生协协举举办办宣宣传传服服务务活活动动

6月6日，省卫计委流动人口处
副调研员彭申春一行来聊城市调研
国家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工作。市卫
计委副主任冯守琦，东昌府区卫计
局局长王斌等共同调研。

彭申春一行深入柳园街道办事
处利民社区卫生计生服务中心就流
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进行现场查看
和指导，召开了专题座谈会。东昌府区
汇报了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进展
情况、调查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彭申
春对聊城市国家流动人口动态监测
调查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聊城各
级领导对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工
作重视程度高，组织严密，进展顺利。

彭申春对下阶段工作提出了要
求：一是要争取支持，加强融合。流
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要积极争取各
级党政领导和各单位主要领导的支
持。二是要营造氛围，形成常态。积
极营造关爱流动人口的浓厚氛围，
特别是在社区、市场和流动人口集中
地方，要加强宣传，使广大流动人口
知晓国家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免
费政策和有关内容，提升流动人口主
动接受免费技术服务的意识。三是要
强化重点，夯实基础。要认真抓好流
动人口服务管理各项业务工作，加强
流动人口数据清理清查采集力度，确
保流动人口数据及时更新。

(郑馨)

省卫计委来聊调研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

挂失声明
盛庆烨出生医学证明不慎丢

失，编号P370861945，性别：男，出
生日期2016年2月19日，接生机
构：聊城市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
父亲盛习伟371521198811170397，
母亲李程程371521198806220329特
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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