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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眼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张潇晗 吴岳)
19日上午，世博金都集团举行“鲁
鄂情深 血浓于水”援助湖北捐
赠仪式，通过红十字会向湖北定
向捐赠价值200余万元中成药，助
力“新冠肺炎”患者康复。淄博红
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
爱军，淄博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
会长刘永峰，北京世博金都医药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
世博金都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共淄博世博高新医院党总支
书记、淄博世博高新医院董事长
兼院长阎敬武，山东世博金都药
业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杜成德参加
仪式。

仪式现场，阎敬武同志代表世
博金都集团向淄博红十字会捐赠
了援助药品，王爱军同志为阎敬武
同志颁发捐赠证书。“今天这批爱
心物资就将送往湖北，相信将会发
挥很好的医疗救治保健作用，为了
保证此次捐助顺利进行，世博金都
集团做了大量工作，在此，我代表
淄博红十字会，向世博金都集团大
爱之举表示感谢，希望企业所有职
工能继续发扬爱心企业的责任担
当，继续努力，为抗击疫情做出贡
献”，刘永峰表示。 阎敬武说，

“湖北是疫情最重的地方，为国家
防控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中，没有一个人是旁观者，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世博金都集
团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响应国家
号召，积极投身到抗击疫情工作中

去。从淄博市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
的检验采样、“密切接触者”隔离区
医学观察，到高新区一代“密切接
触者”隔离观察区的医疗保障，集
团旗下的世博高新医院作为淄博
高新区唯一指定的定点医院，始终
坚持在抗疫一线，履行着自己的职
责和义务”。

据阎敬武介绍，“奉献无限的
爱意，延长有限的生命”是世博金
都集团的理念，作为一家良心企
业，为抗击疫情做贡献，是他们责
无旁贷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在听
说本次疫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有
不同程度的肝损伤时，我们马上
安排了集团旗下的世博金都药业
有限公司，加班加点生产修复肝
细胞的药品---六味五灵片。作
为应用临床53年的保肝药，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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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方面有显著功效，获得了
广大的医疗专家和患者认可。我
们此次通过红十字会捐赠之后，
后期也将继续向湖北捐赠，为湖
北医务人员及患者提供帮助。”

同时，阎敬武表示，目前虽然
抗击疫情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根
据国内外形势，防控工作依然要
引起重视，世博金都集团也将继
续发挥大爱精神，积极投身疫情
防控工作，凝聚力量，为国家、为
社会贡献力量。

践行企业责任，助力疫情防控，世博金都集团：

捐赠两百余万元中成药驰援湖北

“你们医院能做PET-CT
吗？我跑了几家医院，可都不能
接诊，我现在实在是疼得受不了
了，能不能帮帮我？”近日，58岁
的孙女士(化名)来到世博高新医
院核医学科就诊，因为目前正处
于非常时期，医生在严密的防控
措施下为患者进行了检查，明确
了诊断方向。

核医学科主任李树生告诉
记者，孙女士在2017年就因为宫
颈癌接受了手术和放化疗治疗，
2018年，因肿瘤标志物升高行
PET-CT检查，提示腹膜后及左
肺可疑转移灶，2019年9月份常规
复查CT时显示并无大碍，但是
过了3个月，孙女士逐渐感到浑
身剧痛难忍，因为疫情的到来，
一直强忍病痛，直到实在忍受不
了才来院就诊。“疫情无情，人有
情，我们坚持做‘生命的摆渡
人’，虽是特殊时期，也不能掉以
轻心，错失最佳治疗时期。”李树
生说。

为了确保安全，医生在为孙
女士进行检查时采取了周密的
防控措施，其中包括为患者安排
单独的候诊室，患者及家属在整
个检查期间均停留在指定的区
域内，患者在整个检查过程中，
不能随意走动，避免与其他患者
交叉等。行PET-CT详细检查

后，提示淋巴结、胸壁、腹膜、肾
上腺、肌肉及胸腰椎多发转移，
胸腔、腹腔、盆腔及心包积液；皮
下水肿，患者病情发展非常迅
速，必须立即接受治疗，据悉，
经过多学科会诊。医生及时为
其调整了治疗方案。患者目前
生命体征平稳。

据了解，疫情期间世博高
新医院核医学科在开展诊疗活
动中，为确保防控安全，保障医
院“零感染”。依据中华核医学
会制定的疫情防控专家共识，
结合自身特点，制定了核医学
科防控管理规范，并完善疫情
期间的预约流程，制作了患者
调查问卷，体温登记表，设备消
毒记录等一系列相关制度及措
施。科室全体人员还积极参与
疫情防控，承担自身使命，自愿
书写请战书，积极参与无偿献
血及爱心捐款等。

世博高新医院核医学科是
核素显像、核素治疗和功能测定
为一体的综合性科室。为受检者
提供安全诊疗的同时，最大程度
地为受检者提供温馨、舒适的就
医环境。科室与国内多家知名医
院进行合作，通过远程会诊，知
名专家定期坐诊，让患者在当地
就享受到国家级诊疗服务。

(吴岳）

世博高新医院核医学科

“核”你一起 共同战“疫”

2012年06月02日，田贵民同志在沂源
县石桥镇东北庄村南山路边附近捡拾女
性弃婴一名，于2020年01月19日到沂源县
公安局石桥派出所报案，请孩子的亲生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沂源
县收养登记处联系，联系电话 0 5 3 3 -
3240573，联系地址：沂源县政务大厅A区
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即日起60日内无人
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沂源县民政局
2020年03月09日

公 告

本报淄博3月19日讯(记者 樊
伟宏) 近日，淄博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发布通知，为进一步抓紧抓牢发
热病人的检测管理，确保精准防控
措施有效落实，要求确保所有发热
病人一律到发热门诊就诊。

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医疗机
构要继续严格落实预检分诊措
施，实现预检分诊全覆盖。新营业
的诊所等基层医疗机构对所有就
诊人员进行体温筛查，落实扫码
等登记措施，为就诊患者及陪人
提供口罩等必要防控用品。基层
医疗机构要设置发热病人临时隔
离室，对预检发现的发热患者进
行临时隔离。

诊所等新营业基层医疗机构
严禁收治发热病人，一律引导其

到当地设立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
或定点医院就诊。发热门诊要进
一步询问流行病学史，检查新冠
肺炎相关症状体征，对可疑人员
进行影像学和实验室监测。发热
呼吸道症状患者经监测排除疫情
可能的要收入呼吸科缓冲病区。
禁止发热病人在各医疗机构门诊
输液室内输液治疗，避免呼吸道
疾病在门诊交叉感染。

对每一位就诊者按新冠肺炎
疑似者进行预分诊的基础上，第
一时间询问疫情高风险国家或地
区旅行或居住史，发热病人务必
第一时间登记其姓名、联系方式。
对符合流行病学史或其他可疑情
形的患者，要在必要防护的前提
下，专车送到就近定点救治医院

或联系就近定点救治医院专门救
护车辆接患者就诊，并向辖区疾
控中心报告。

医疗机构要选择适宜的消毒
剂开展消杀工作，对公共场所要
每天4次消毒。

强化医务人员防范意识，特
别是诊所等新营业基层医疗机构
要对全员实施岗前感染防控等培
训，培训考核不合格一律不得上
岗。此外，医疗机构是疫情防控重
点场所，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是
第一责任人，因违反疫情防控相
关规定，工作流程设置不规范、管
理不到位造成疫情传播的，或发
现疑似病例不及时，该报告不报
告造成不良后果的，将依法依纪
依规严肃追究责任。

淄博坚持疫情防控工作力度不减，确保精准防控措施有效落实

发热病人一律到发热门诊就诊

本报淄博3月1 9日讯 (记者
马玉姝 通讯员 齐迪) 为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降低企业
缴费负担，按照全省统一部署，
淄博市医保局、市财政局、市税
务局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阶
段性降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率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此次降费惠及全市4
万多家单位、90多万参保职工，

减轻企业负担近8亿元。
《通知》中明确，按照机关

事业单位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费的，2020年3-12月份单位
缴费费率为6%；按照企业缴纳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2020
年2月份单位缴费费率为5 . 5%，
3-6月份为4 . 5%，7-12月份为
6%(已征收的2月份降低单位缴
费费率1 . 5%的费用，参保单位

可选择退费或冲抵以后月份的
缴费)；按照个体劳动者缴费费
率5%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的，2 0 2 0年 2月份缴费费率为
4 . 5%，3-6月份为3 . 5%，7-12月
为4%，按规定缴纳全年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费。

据悉，实施阶段性降低医疗
保险费期间，参保人正常享受医
保待遇不受影响。

淄博阶段性降低职工医疗保险费，助力复产复工

4万多家单位减免医保费近8亿元

高青县警方有奖征集
两名“老贼”犯罪线索

本报淄博3月19日讯(记者 赵
原雪 通讯员 高文真) 近日，
记者从高青县公安局获悉，经高
青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高青县公
安局依法逮捕涉嫌寻衅滋事罪的
犯罪嫌疑人李晓宇(曾用名：李志
勇，男，1973年05月06日生，户籍地
淄博市张店区南定镇电西村)、赵
冬(男，1985年06月11日生，户籍地淄
博市张店区太平路和平小区)、李
秋鹏(男，1989年8月6日生，户籍地
淄博市沂源县大张庄镇回峪村)、
刘鹏(男，1988年12月28日，户籍地淄
博市桓台县起凤镇夏七村)。

高青警方表示，为进一步查

清李晓宇等人恶势力犯罪集团
的违法犯罪事实，净化社会治安
环境，希望广大人民群众继续积
极提供该黑恶集团的违法犯罪
线索(来信举报的请留好联系方
式)。线索经查证属实的，将根据

《山东省黑恶霸痞违法犯罪举报
奖励办法》予以奖励，并为举报
人严格保密。

举报电话：
杨警官：17805336959
樊警官：17805336895
信件邮寄地址：山东省高青

县黄河路85号(高青县公安局刑
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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