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勇担社会责任，着力服务民生
聊城市人民医院东昌府院区扶贫工作纪实

精准扶贫

搭好医患沟通桥梁

50多岁的逯大哥是聊城旅游
度假区朱老庄镇赵楼村的村民，
几年前，他因为一场意外造成了
脊髓损伤，留下了大小便失禁等
后遗症，需要长期佩戴尿管及服
用康复治疗的药物。也是因为这
场意外，让原本就不富裕的逯大
哥家更是雪上加霜。

2019年初，聊城市人民医院
东昌府院区面向全区范围内建档
立卡的贫困群众开展了入户签约
服务行动，为贫困人口建健康档
案，一户一档，一人一卡。医院工
作人员来到赵楼村，对贫困家庭
进行入户随访，逯大哥也结识了
一位医生“老铁”——— 医院医务科
主任戴德孟。随访中，戴主任详细
了解了逯大哥的病情，回到医院，
他立即帮助逯大哥申报了慢性
病，为逯大哥节省了一大笔医药
费。往后的日子里，逯大哥身体不
适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给戴主
任发个信息，“他给我指导指导我
这心里就踏实，后来心里有啥事
也愿意找戴主任聊聊，能感觉出
来他是真地关心咱。”逯大哥说。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造
成许多农村家庭贫困的一个主
要，帮助这部分家庭走出贫困，减
轻医疗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和心理
上的负担，是我们精准医疗健康
扶贫工作的中心任务。”戴德孟
说，“同时，我们也在努力搭建好
与这些需要医疗帮助的贫困家庭

之间的桥梁，及时了解他们的健
康状况，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医
疗健康服务，让这些贫困人口看
得起病，看得好病。”

关口前移

把健康“巡”到家门口

9月22日，聊城市人民医院东
昌府院区医疗服务队来到了东昌
府区斗虎屯镇吴老斗村，开展的医
疗专家下乡巡诊活动。自今年四月
起，医院组织各专业骨干力量，每
周二、周五定期开展下乡巡诊活
动。截止目前，巡诊活动已累计开
展36场，参与医务人员450余人次，

足迹遍布东昌府区各乡镇，总行程
超过2400公里，惠及群众过万人。

巡诊中，专家们除了提供义
诊服务，还会到每个巡诊村庄的
贫困户家中开展入户随访，为他
们进行细致的检查，并进行健康
教育指导。“我们把健康扶贫的关
口前移，让他们在家门口享受到
专业的医疗服务，让贫困群众真
正享受到医疗健康扶贫带来的实
惠，有力助推了健康扶贫工作的
深入开展。”医院执行院长王运华
院长强调。

“少生病”是解决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问题的治本之策。在巡
诊中，医院加强了健康宣教的力
度，为每次巡诊配置了健康宣教
员，向村民普及常见病、多发病、
慢性病的相关知识。

参加巡诊的泌尿外科副主任
闫锐说：“小病不就医，在农村是
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村民身体
出了问题，就想着抗一抗，或者吃
点药，不愿意去医院做检查，有很
多人就这样把小病拖成了大病，
在我们临床工作中见到了太多这
样的例子。我们巡诊的目的就是
帮助村民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
念，让他们少走弯路、少走错路。”
针对部分身体残障的健康扶贫群
众，医院还将残疾鉴定、慢性病评
定等工作的关口前移，实行上门
服务，最大限度为贫困患者提供
帮助。

多措并举

让贫困患者就医更便捷

为保证各项扶贫政策落到实
处，医院多次召开专题会，研究
完善各项扶贫措施，提升服务
内涵。严格对健康扶贫住院患
者实行“先诊疗、后付费”政策，
扶贫患者在住院期间无需缴纳
住院押金，只需在出院时统一
结算。

同时，为方便健康扶贫患
者就诊，医院在每个病区均开
通了“病区一站式结算”业务，
把患者的入、出院手续都转移
到病房，由护理人员办理，健康
扶贫患者只需向所在病区的护
士站提供医保本 (卡 )，出院时
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医疗机构减免、商业
补充保险在病区可直接报销，
只需支付个人自付费用。大大
优化了就诊流程，提升了贫困
患者的就医体验。

为了精准识别扶贫患者，
医院还对信息系统进行了升级，
在院内网络中及时更新扶贫人
员信息，对于门诊“扶贫”患者和
住院“扶贫”患者都进行了自动
识别，自动对贫困患者“两免两
减半”优惠，实现了全流程监控
和自动化执行国家扶贫政策。

“今后，我们还将持续加大
健康扶贫工作力度，落实健康
扶贫惠民政策，确保贫困人员
政策应享尽享，不落一人。医院
还将一如既往地将健康扶贫作
为重点工作来抓，踏踏实实做
扶贫工作，确保医疗卫生健康
扶贫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王运华院长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通讯员 谢鑫楷 于江涛

自实施医疗健康扶贫政策至今，聊城市人民医院东昌府院区交
出了这样一份答卷：累计为1731名贫困患者优惠住院费用94 . 68万元，
为3468人次贫困患者优惠门诊诊疗检查费用12 . 73万元，真正让贫困
群众方便看病、看得起病。医院始终坚守公立医院公益性质，勇担社
会职责，不断丰富完善健康扶贫工作，让政府放心，让群众受益，成
为医院发展的重要任务。

聊城市人民医院东昌府院区执行院长王运华在基层为群众诊断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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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扶贫工作迈入收官
之年，根据镇党委、镇政府的要
求，聊城高新区韩集镇建委工
作队积极探索实践“发挥部门
行业优势”的扶贫方式，集聚行
业资金、技术等各类资源要素
投向贫困户，充分发挥了行业
部门在扶贫上的优势和作用。

自2015年以来住建部门发
挥行业优势，投入大量资金完
成了贫困户房屋危房改造及危
房修缮194户；其中房屋危房改
造原址重建户为180户，危房修
缮为14户，共花费金额497万元
彻底解决了贫困户住房安全问
题。

在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
障 及 居 住 环 境 双 提 升 工 作
中，住建部门联合帮扶责任
人对贫困户现有住房的安全
问题及按照相应扶贫政策对
贫困户居住环境双提升所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摸排
工作。

聊城高新区韩集镇建委着力做好扶贫房屋修缮工作

为全面解决贫困户饮水安
全问题，聊城高新区韩集镇认
真筹划，建立联动机制，结合各
级巡察反馈以及“大回访”、“遍
防”等多频次深入贫困户家中
走访调查，全面排查，建立长效

机制，实时整改贫困户饮水安
全存在的问题，着力解决好贫
困户饮水安全问题。

下一步，韩集镇水利站继
续长期坚持致力于保障贫困
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对出现的

新问题会及时跟进整改，切实
解决好贫困户饮水安全问题。
为坚持打赢脱贫攻坚战、夺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胜利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和
保障。

聊城高新区韩集镇实时整改贫困户饮水安全问题

“你们已经给我们提供太
多的帮助和温暖了，怎么还能再
收你们的礼物呢？”聊城开发区
广平镇一位正因身体不适住院
的贫困户在帮扶干部去医院探
望他时心怀感恩与愧疚地说道。
广平镇帮扶干部积极落实政府

要求，对所负责的贫困户一周一
次探访，当出现特殊原因时甚至
两三天一次，为贫困户讲解最新
政策，关注其居住状况，帮助贫
困户打扫卫生提供一个舒适的
生活环境，关心贫困户近期情
况。在帮扶干部们兢兢业业的努

力下，贫困户们的生活质量得到
了很大的提高，而帮扶干部们的
努力也得到了贫困户们的广泛
认可，贫困户们将帮扶干部们的
帮助看在眼里，也记在了心间。
让扶贫满载了爱与关怀，让扶贫
工作充满动力与激情。

聊城开发区广平镇“爱与感恩”让扶贫工作更富动力

“太感谢了，感谢共产党，
感谢政府和残联对我的关心，
安装上了太阳能热水器，俺也
能洗热水澡了，可以和健康人
一样享受美好生活了！”9月18
日上午，在高唐县固河镇窦集
村，75岁的贫困残疾人窦其玉
望着房顶上新安装的太阳能热
水器激动地说。

窦其玉因摔伤造成肢体二
级残疾，行动不便，生活起居受

到影响，镇残联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为他申请了居家无障碍
改造并获得同意，组织相关人
员在其住房上安装了太阳能热
水器，解决了他的生活难题，让
他和家人都非常感动。

自9月初开始，固河镇残联
结合上级“规范提升”工作要
求，在各村摸底上报情况及筛
查基础上，通过对一、二级残疾
人进行评估，根据每位残疾人

不同特点，坚持“因人而异，因
需改造”的原则，征求残疾人及
其家属意愿，确定是否有无障
碍改造需求，实行“量体裁衣”
式个性化服务，因户制宜，着眼
于残疾人最基本、最迫切、最可
行的改造内容，为其确定一整
套可行的改造方案。目前，对全
镇贫困户里所有持一、二级残
疾证的安装太阳能热水器120
套、发放坐便椅50个。(郭洪广)

高唐县固河镇：无障碍设施让残疾人“有爱无碍”
为积极落实好上级扶贫攻坚

精神，扎实做好教育扶贫政策宣传
工作，将教育扶贫工作推进深入，
让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真正得到
实惠，聊城高新区仇陶小学根据教
育局的统一安排部署，制定了一系

列行之有效的工作措施，确保教育
扶贫工作落到实处。

成立领导小组，明确工作职
责；做好档案收集，强化痕迹管理；
落实挂联制度，长期走村入户。

(常玉宝)

聊城高新区仇陶中心小学多举措助力教育扶贫

近年来，聊城开发区完善考核
机制，出台了《物流园区、各乡镇(街
道)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和

《开发区区直各部门扶贫开发工作
成效考核办法》，每年一考核，按考
核成绩分别对乡镇(街道)、行业部

门进行排名，列入开发区科学发展
观考核成绩。全面压实乡镇(街道)
党政“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行
业部门行业扶贫责任和基层帮扶
责任，确保各项工作事事有人抓、
件件能落实。

聊城开发区强化扶贫考核奖惩

聊城开发区明确目标任务压实扶贫责任

这两天，高唐县汇鑫街道孙屯
村贫困户李俊东家非常热闹，铲
墙、找平、刷涂料……帮扶责任人
和施工人员齐上阵，正在帮助贫困
户粉刷墙壁。

由于帮扶责任人左菁干不了
专业的找平和刷涂料的活，就拿起
铲子把破旧的墙皮铲掉，当起了

“粉刷匠”，一招一式干得很认真。
这些“粉刷匠”每个人都拿着不同
的工具在墙上挥舞着。

他们被帮扶责任人为贫困户改
善居住环境的想法深深打动，村干
部绝不能袖手旁观。村书记刘振山
说：“办事处为贫困户出钱出力，咱

们村上也得有个样，我们村干部齐
上阵，大伙一块儿干。”一天时间，李
俊东家的墙壁粉刷一新；窗户刷上
了油漆；就连灯泡也给换上了节能
LED灯。整个屋子看上去亮堂堂的。

李俊东是汇鑫街道建档立卡
贫困户，单身一人生活，患有双侧
股骨头坏死，经过鉴定评为肢体叁
级残疾，平时也不注重生活环境的
提升，弄得家中物品杂乱，墙面也
不干净。左菁给他带去柜子、桌子
等物品，这次又带人给他把墙面粉
刷一新。李俊海的生活品质得到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次墙面焕然一
新的还有李俊海等61户贫困户。

高唐县汇鑫街道贫困户：家里来了“粉刷匠”

近年来，聊城开发区出台了
《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
施意见》和《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指
导思想、任务目标、工作措施和组

织保障，构建了“区、乡、村三级扶
贫工作体系，调整充实了区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设立了扶贫办，抽
调了精干力量，全面协调推进全
区扶贫开发工作。每户贫困户家

中张贴了贫困户帮包责任牌，进
一步明确了帮包人的基本信息及
帮扶措施，确保了扶贫开发工作
各环节、各层面工作有人抓，问题
有人管，责任有人担。

工商银行聊城分行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安全生产是银行实现全面健
康发展的基石。今年以来，工商银
行聊城分行瞄准“消除事故隐患、
筑牢安全防线”目标，狠抓隐患治
理，严格巡查督查，确保全行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该行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
故”的观念，突出抓好安全生产集
中整治、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拉网
式检查等行动，组织人力对全行
所辖支行监控报警设备进行了全

面排查，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做到安全检查有痕迹、安全隐患
有记录、问题整改有结果。同时，
该行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月”活
动，以点带面，不断强化安全责任
落实，筑牢安全防线。强化安全培
训，该行各支行利用晨会夕会组
织职工收看安全警示教育片，学
习各类事故案例、安全生产标准
化知识，推动全员安全素质实现
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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