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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治超常态化，严厉查处违章行为
本报荣成10月29日讯 (高

媛 ) 为杜绝超限、扬撒和损
坏公路等违章运输行为，市
交通部门采取更严、更硬、更
实的手段，联合公安部门常
态化治超，有效维护路产路
权，减少道路安全事故，确保
群众出行安全。

自治超工作开展以来，市

交通部门与公安部门形成常
态化联勤联动机制，按照“逢
车必检、逢超必卸、逢超必罚”
的原则，联合公安部门每周至
少开展2次集中治超行动，并
不定期对县乡路、货运主干道
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区域
进行有针对性地排查，确保治
超工作高质量推进。

同时，还特别将半岛环
海路作为每日必查的重点区
域，每天安排执法人员从哈
理 工 至 青 渔 滩 开 展 流 动 巡
查，对沿途的村居、工厂、施
工单位、养殖场、渔业公司等
进行重点排查，并督导市扬
尘办和石岛管理区同步开展
治超行动。对查处的超限运

输 行 为 严 格 执 行“ 一 超 四
罚”，对发现的涉嫌超限超载
车辆引导至治超点称重，监
督超限车辆进行卸货，确保
车辆消除超限状态，并将车
辆及企业违法信息纳入信用
管理系统，依法予以严惩。近
期，共查处3起超限超载运输
行为，卸载货物50余吨。

下一步，市交通部门将进
一步优化联合治超长效机制，
继续挥重拳、出实招，严把治
超防线，并通过到企业发放宣
传材料、路面以查带宣及利用
媒体宣传等方式，引导司驾人
员依法装载、合法运输，共同
维护道路运输环境，助力荣成
卫生城市创建。

大力推进医联体建设，造福基层老百姓

本报荣成10月29日讯(王金
玲) 为推进分级诊疗，方便群
众就医，建立“小病在社区、大
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的新就
医模式，荣成市中医院下大力
气抓医联体建设，促进上级医
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群众
家门口享受上级专家的诊疗服
务。仅近两年，就通过上引下

联、请进来和派出去各医联体
专家来院或到基层卫生院坐
诊、手术3218人次，医联体内转
诊6210人次。

2017年，荣成市中医院按
照“对口支援、就近便捷、自愿
结合”的原则，与人和镇靖海卫
生院、龙须岛卫生院、港西镇卫
生院等15家基层卫生服务中心

达成协议建设医联体。2018年，
市中医院牵头成立了“荣成市
中医药联盟”，与全市26个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建成中医医联
体，每周选派派中医师到医联
体单位坐诊、查房、讲课。

通过专家定期下基层坐
诊、手术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
合作，大大提高了荣成市中医

院及其他帮扶单位的诊疗水
平。目前，通过医联体建设，该
院眼科、脾胃病科、肛肠科、心
病科、内分泌科、妇产科等科室
已经分别建设成为市级、地市
级重点专科。

“通过医联体建设，过去在
我们当地不能做的复杂手术现
在能做了，有些不具备手术条

件的疑难病例也通过医联体及
时转到上级医院，并得到了成
功救治，目前已有300多例重症
眼病患者在家门口得到北京同
仁、上海、青岛等地著名眼科专
家的诊治，100多例疑难病例转
到上级医院。”荣成市中医院分
院——— 荣成眼科医院杨华强主
任说。

路遇车祸，公交司机果断停车救人

为进一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崂山街道

各村组织党员成立了党员志愿者队伍，走进村

庄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活动 王晓云 侯雨彤

10月24日，荣成市文化馆、群众文化活动

中心特邀石岛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

张超给中心教职工和学员进行健康知识讲座，

更好地保障师生的身心健康。 邓英英

近日，荣安派出所民警采取微信宣传、发

放、张贴明白纸等方式，持续开展禁放烟花爆

竹宣传工作。 洪扬

日前，荣成市改厕工作再次被新华社点

赞。2015年以来，荣成市积极推进农村“厕所革

命”，着眼于打通污水处理“最后一公里”，将农

村改厕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相结合，提前实现

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全覆盖，被住建部确定为

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县。目前，全市共

完成农村改厕12万余户。 江涛 丁香永

近日，崂山街道鲁家村两委成员开展“改

善服务条件，提升老人幸福感”行动，组织施工

人员在村老年活动室砌长3米宽2米的暖炕，为

在此休息的老人送去温暖。 孙丽梅

日前，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荣获“2018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工业企业综合

实力百强”企业，伊可新斩获“2018中国化学制

药行业儿童用药优秀产品品牌”第一名。

李振宇 张利琴

进入秋季，树木花草经历着由盛转衰的过

程。市风景园林管理局结合秋季苗木生长特

性，以“绣花”功夫精细化园林养护管理，合理

安排园林养护各项工作，提高绿化管理质量，

为“创卫”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王术亮

近日，南山社区开展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信息采集工作。 王蓓蓓

日前，得润社区党总支开展主题宣传活

动，引导居民自觉远离和抵制非法集资，提高

社区居民的防范意识。 吕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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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荣 成 1 0 月 2 9 日 讯
(张锦 ) 10月27日，在荣成市
人和镇东老树河村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一名男子受伤倒
地，荣成公交集团石岛分公
司驾驶员王国状在驾驶公交
车途径此处，第一时间停车

救人，而他温暖的举动恰好
被途径此处的市民给拍了下
来，赢得一片赞誉。

27日16时许，荣成公交集
团石岛分公司驾驶员王国状
驾驶着公交车途径人和镇东
老树河村北时，发现前方有一

起车祸，一名男子躺在地上挣
扎，看上去伤得不轻，鲜血直
流。见此情形，王国状在征得
乘客允许后，立马靠边停车下
车救人。

王国状试图把伤者扶起
来，但稍微一动，就发现伤者

疼痛难忍，为避免给伤者造成
二次伤害，王国状不敢贸然继
续搀扶，立即拨打120急救电
话求助。看到王国状主动上前
救人，原本站在远处观望的人
也都靠了上来，纷纷伸出援
手，一起保护事故现场，疏导

过往车辆。
很快，医护人员赶到了现

场，王国状和医护人员一起把
伤者抬上了救护车，随后才安
心回到公交车里，重返工作岗
位上继续完成自己的行车任
务。

本报荣成10月29日讯(李甜)
今年以来，荣成市卫生计生局依托

“智慧医疗”项目建设，现已集成健
康数据3 . 4亿条，实现了健康数据的
实时集成和互通共享，为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提供信息化支撑。

市卫生计生局通过“智慧医疗”
平台建设，全面升级基层卫生计生
管理系统，率先在全省实现了患者
在诊间实时完成家庭医生签约，避
免了诊疗和签约服务“两张皮”现
象。同时，研发了荣成健康在线

APP、远程健康问诊机，实现了居民
在家中、在社区可随时进行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提高了签约服务覆盖
率。此外，还实现了贫困居民、计生
特殊家庭、残疾人签约服务全覆盖，
在管老年人、高血压患者和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应签尽签，签约数量威
海市最多，为其他各区市之和。

为了更好地提升服务质量，荣
成市卫生计生局还充分发挥“互联
网+医疗健康”功能，通过荣成健康
在线APP、远程健康问诊机等，增

加了健康教育、预约挂号、在线问
诊、检查检验结果推送、用药提醒、
满意度评价等功能，将履约内容以
信息化的手段进行，在提升服务效
率的同时，还提高了居民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并且，群众通过“智慧医
疗”平台，在诊间就可实现诊疗和
检查费用减免、药品优惠、中医适
宜技术优惠等。

通过信息化的建设，实现了全链
条的家庭医生签约和履约服务，让医
疗健康服务更加便捷、更加高效。

“智慧医疗”助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灸法作为中医传统外治法之
一，其保健养生作用已被越来越多
的人认可。督灸施灸面广，艾柱大，
火气足，温通力强，非一般灸法所
及，是保健灸的首选。石岛人民医
院继承创新中医学，开设督灸治疗
项目，让患者感受传统中医的神奇
疗效。

督灸，是指于督脉的脊柱段上

施以“隔药灸”，即从大椎穴至腰俞
穴的部位用纯阳之性的艾绒和具有
温肾壮阳的生姜、药物施灸的中医
特色技术。患者裸背俯卧于床，自大
椎穴至腰俞穴用酒精擦拭、涂抹凡
士林、铺上一层药粉，后置姜泥压一
凹槽，再将艾绒连成粗线状，梯形放
置于槽内。把艾绒分三点点燃，燃完
1柱后，轻压其灰，再重新放置艾绒

施灸，连灸3柱。这种治疗方法即扶
阳固本的外治大法，是在中医古老
的疗法“铺灸”的基础上经过改良而
来的，是目前灸疗中施灸范围最大、
灸疗时间最长的灸法。

督灸一年四季都可应用，三伏
天偏重于预防，三九天偏重于治
疗。四次为一疗程，一周一次，一次
1 . 5到2小时。 (刘晓艳 赵岩)

督灸，您体验过吗？

为普及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增
强市民的自救互救意识，荣成市卫生
计生局积极推进应急救护培训，推进
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 李甜

为进一步规范开展履约服务，
践行家庭医生义务，市康宁医院对
参加本年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
象进行履约体检工作，对老年人、H
型签约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重点
人群，提供健康咨询和分类指导服
务、免费复查。 姜琳昱

为进一步提高全校教职工安
全防范意识和应急救护能力，10月
22日，荣成三十七中学组织全校教

职工学习应急处理知识。 吴春平
日前，石岛人民医院改善服务

流程，创新服务模式，在门诊区域
增设储物柜、自助购买机、和自助
按摩座椅，进一步提升百姓看病就
医的体验感。 王迪

冬季抑郁症因天气变化而产
生，常见于30岁左右的已婚女性和
老年男性。对抗冬季抑郁症，应多做
有氧运动、日光浴和调节饮食，并根
据症状表现判断检查治疗。姜琳昱

为提升护理服务水平，荣成市
中医院要求护士长每天深入病房，
了解患者需求，检查、记录本病区

护理工作的落实。每周五召开全体
护士会，分享护理工作亮点，总结
经验，剖析问题，使各项护理工作
有制度、有计划、有落实、有检查、
有整改，保证护理工作标准化、制
度化、规范化。 郑娇

26日，市康宁医院举办了应急
救护知识培训，为全院50多名职工
教授急救知识。 姜琳昱

为进一步加强护理文书书写
规范，提高护理文书书写质量，24
日，市中医院护理部组织开展了

“护理文书书写规范”培训。
曲晓瑜 郑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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