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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6日讯(记者 孙淑
玉 通讯员 李成修 马瑾 )

一阵飞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
地传来，很快，一架直升机出现
在人们的视野中，就在周围的
人们惊诧时，直升机已经降落
在毓璜顶医院东区广场的停机
坪上，眨眼间，急诊科的大夫们
推着担架车来到直升机旁，从
直升机上接下来一名患者，快
速推进急诊科。原来，这是毓璜
顶医院在进行直升机运送伤病
员应急救护演练。

烟台毓璜顶医院与九九九
空中救护有限公司签署空中救
护合作协议，提供包括道路交
通事故空中医疗救护、紧急空
中医疗救援及空中转院等服
务。5日下午，毓璜顶医院急诊
科进行了救护演练，模拟一名
危急患者从开发区要转送至毓

璜顶医院，因为交通拥堵，患者
状况危急，必须启用空中救援。
于是直升机从开发区接上患
者，飞跃烟台的上空，避开了陆
地上的拥堵，只用了6分钟的时
间就飞抵毓璜顶医院。此前已
经接到120指令的医院急诊科
大夫们早已经整装待命，待飞
机停稳，立即从飞机上接下患
者，将其送往急诊科进行急救。

毓璜顶医院副院长于国平
告诉记者，医院一年的急诊量
在十万例左右，抢救危急患者
或伤员在一万五千例左右。要
是遇到突发事故，救护车从出
发到接上伤病员再回到医院，
需要很长时间。为了改变这种
状况，毓璜顶医院引进了九九
九空中救护服务，在救护车不
能到达的区域，利用空中的力
量很快就可以到现场将危急伤

病员运送到医院。
记者在现场获悉，直升机上

配置除颤仪、呼吸机、吸引器、输
液泵等急救医疗设备和担架，及
2名急救医护人员等机组成员；
九九九空中救护公司采用六个
基地昼间值班方式，接到救助报
警电话后，确保救护直升机在30
-60分钟黄金救援时间内到达事
故现场。在全省范围内接受120急
救中心的统一调度，是地面120的
有效补充，承担空中120的职责，
为山东人民提供及时有效的空
中救护服务。

于国平告诉记者，毓璜顶
医院正在筹建与胸痛中心、脑
卒中中心、创伤中心有关的绿
色通道，比如脑血栓患者，从发
病到就诊，在4 . 5小时内，有静
脉rtPA溶栓适应症，越早用药，
患者获益越大，也就是常说的

“时间就是大脑”，如果按照平
时的就诊流程，从发现到送至
医院再挂号、检查等，耗时较
长，很容易耽误诊治，而绿色
通道建成以后，医生提前介
入，在救护车上判定患者确实
是脑血栓之后，就会直接办好
住院手续，患者到医院之后，
直接进入CT室检查，病情确诊
之后立即就可以进行溶栓治
疗，大大提高了救治效率。

毓璜顶医院急诊科主任
康海接受采访时说，假如患者
是一位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
医护人员在救护车接到患者
后就可以给他做心电图，相关
的检查医院同步就能收到，及
时进行后续的安排，病人来到
医院后就直接进入导管室进行
血管造影等治疗。将以往的挂
号、交费等流程后置，加快对患

者的治疗，确保他们的后期康
复。有些危急重症患者有时间
节点管控，救治时间越早越好，
而现在有了空中救护服务，那
些路途遥远的患者就可以得到
更便捷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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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医护机构名称 地址 咨询电话
服务内容

专护 院护 巡护

1

芝罘
区

烟台通华医院 芝罘区青年路19号 6293530  

2 烟台芝罘岛医院 芝罘区佳苑街125号 6802771  

3
烟台市芝罘区

德信老年颐养中心
芝罘区建设路75号 6232299 

4
烟台市芝罘区福盈社

区卫生服务站
芝罘区福盈路191号 6810261 

5
高新
区

烟台高新区蕾娜范
护理院

高新区纬一路66号
19号楼

6759333   

6
龙口
市

龙口市枫晚老年公寓
龙口市经济开发区

龙港路中段
8833933 

本报9月6日讯(记者 焦兰清
通讯员 王刚 王洋 倪珊) 记
者从烟台市人社局获悉，烟台市职
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启动实施两个
月以来，各项工作开展推进顺利，8
月份新增受理申请94人次，评定通
过94人次，建床79人次。截至8月31
日，全市已有234人次提出申请，受
理申请217人次，评定通过186人次，
已有140人次建床享受待遇，长护资
金累计支付额达到32万余元。

据介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中，定点医护机构是护理服务实施
的主体。为了提高服务水平，满足
多元化照护服务需求，促进长期护
理保险健康可持续发展，8月份市
人社部门根据工作安排，对前期公
示的定点医护机构和新申请的医
护机构进行了评估。本着动态调
整、择优纳入的原则，取消了7家定
点医护机构服务资格，并新增了6
家定点医护机构。

新增的6家长期护理保险定点
医护机构分别是芝罘区的通华医
院、芝罘岛医院、德信老年颐养中
心、福盈社区卫生服务站以及高新
区的蕾娜范护理院和龙口市的枫
晚老年公寓，广大参保职工如有相
关需求，可到上述医护机构咨询和
申请。

另据了解，烟台市建立的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是以社会互助共济
的方式筹集资金，对因年老、疾病、
伤残等原因导致长期丧失自理能
力，经评定达到一定护理需求等级
的人员，为其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
医疗护理服务的社会保障制度。在
烟台市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的社
会背景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
施有效解决了失能人员的长期护
理问题，切实减轻了失能人员的经
济负担和家属的护理负担，提高了
失能人员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两个月，受理申请217人次，评定通过186人次

全全市市新新增增66家家定定点点医医护护机机构构
新增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协议管理定点医护机构名单

本报9月6日讯(记者 曲彦
霖 通讯员 王娜 徐彩玲
王雪 ) 在牟平，因为规划滞
后、配套不足、设施老化、服务
短板等原因出现问题的老旧小
区不在少数。为进一步提升老
旧小区居住品质，强化综合治
理，提升居民幸福感，从2016年
以来，牟平区委、区政府将老旧
小区整治改造工作作为重点民
生工程推进，三年来先后投入
3042万元，对18个老旧小区实施
改造，使5707户居民从中受益。

6日，记者来到正在改造中

的棉纺厂家属区，实地探访牟
平区老旧小区改造进度和成
果。记者看到，小区正在进行道
路硬化，除了主干道，大部分居
民楼前道路已经换成了水泥
路，居民带着孩子在平整的水
泥路上玩耍，那条陪伴了他们
30多年的土路终于要“告别”
了。

说起以前的土路，曾令小
区居民苦不堪言，“以前那条
土路破损太严重了，到处坑坑
洼洼，一到下雨、下雪天就没
法走，而且小区路面高于单元

楼口，一下大雨，单元楼口就
成了‘水窖’。”小区业主委员
会曲主任告诉记者，小区不但
修了路，大窑办事处协调供暖
企业和新奥燃气公司对小区
实施供暖和燃气改造，小区业
主自筹资金，目前暖气和燃气
已改造完成，“小区里好多都
是上岁数的人，这下住起来更
方便了。”

据大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
员马进介绍，小区后期还会配
套物业进行管理，接下来会将
小区路面全部硬化，门口安装

带有识别系统的升降杆，管控
进出车辆，小区内还将安装路
灯和监控，预计今年十月底改
造完成。

为确保老旧小区改造顺
利推进，牟平区出台了《老旧
住宅小区整治改造和实施物
业管理实施意见》，按照政府
主导、社区主体、部门配合、全
局谋划、分类实施、重点突破
的工作思路，研究解决推进工
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明确牵头
管理部门，落实工作责任，有
序有效推进落实。三年来，累

计清理卫生死角、乱堆乱放380
余处，拆除违章建筑0 . 8万余平
方米，规划新增停车位324余
个，累计修复小区道路、人行
道、广场等约5万平方米，绿化
升级改造0 . 15万平方米，经过
改造，小区燃气管道引入、消
防设施增设、自来水总管、雨
污水管道及小区道路改造、外
立面粉刷、房前屋后美化绿化
等项目成效显著，小区旧貌焕
然一新，环境整洁美观，配套
设施齐全，居民群众满意率均
达95%以上。

全市老旧小区背街小巷改造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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