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落实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妇幼保健项目，切实
保障广大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提
高孕产妇和儿童人群管理率，近日，
张店区第二人民医院(淄博口腔医
院)下设和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抽
调妇幼专科医师对辖区内产妇及新
生儿进行了入户访视。

通过产后访视，不仅提高了产
妇生活质量，有效降低产妇产褥期
发病率，对新生儿健康成长提供了
保障，而且提高了辖区居民对社区
卫生服务的满意度。 (郭艳)

淄博口腔医院

产后访视进家庭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程方 周燕
宁) 连日来，淄博气温骤升骤
降、温差较大，乍暖还寒的天气
导致煤气中毒的急诊病例增
加。14日，市第一医院接治了因
生地暖炉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的
一家四口，目前已脱离生命危
险，正在进行高压氧治疗。

14日凌晨，家住博山区夏
家庄镇安上社区的赵女士起床
如厕，因头晕不慎摔倒，但她并

没有十分在意。天亮后，她和父
亲、弟弟均发现身体出现头晕、
恶心等不适状态，母亲则已陷
入半昏迷状态，随后在亲戚帮
助下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被送
入市第一医院。

接诊后，医院急诊科快速
反应，经检查后，确诊为一氧化
碳中毒。考虑到一家四口均需
救治，且因出门匆忙未携带任
何证件及财物，医院立即为其
开辟“生命绿色通道”，缩短危

重患者绿色通道停留时间。经
抢救，中毒较重的母亲脱离生
命危险，但全家仍需进行高压
氧治疗。“起初病人自己猜测是
食物中毒，但经我们认真检查，
发现他们全家都是一氧化碳中
毒。”市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鹿
中高说。

据市急救指挥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倒春寒”期间容易发
生煤气中毒，夜间一定要关好
炉火，同时小心大风倒灌入户。

“目前救治煤气中毒者、减少后
遗症的最好方法是高压氧治
疗，部分患者在脱离中毒环境
后可能出现病情好转，但因一
氧化碳中毒可引起迟发型脑
病，所以仍需至医院进行治
疗。”市第一医院鹿中高表示。

同时，指挥中心工作人员
还表示，市民平时应注意学习
积累急救常识，以免遇到突发
病情时束手无策，错过最佳抢
救时间。

乍乍暖暖还还寒寒时时候候当当心心煤煤气气中中毒毒
市急救指挥中心：最近煤气中毒多发，掌握常用急救常识，及时抢救

桓桓台台县县医医院院迈迈入入三三级级医医院院行行列列
截至目前，淄博三级医院数量已达十家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高丽 于军) 16

日，桓台县人民医院顺利通过省
卫计委组织的三级乙等综合医
院现场评审。截至目前，淄博共
有10家医院达到三级水准，数量
在全省各地市领首。

自14日起，由省卫计委选派
的13位评审专家对桓台县医院
进行了三级综合医院现场评审。
评审期间，专家依据评审细则，
采用访谈、查阅资料、追踪检查、
暗访、提问、现场演示等方法，对
医院大部分科室进行认真细致
的现场检查和全面、系统的讲
评，为该县医院今后更好地发展
指明了方向和目标。“我们将以
此次评审为契机，坚持公益性办
院、精细化管理的发展方向，全
面提升医教研水平，推进医院管
理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的进
程，为广大群众提供安全、有效、
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桓
台县人民医院院长李立新表示。

据了解，目前，淄博10家三
级医院中，主要包括三级甲等综
合医院3家，三级乙等综合医院4

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妇幼保

健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各1家，三
级甲等医院是最高等级的医院，
意味着医疗服务与管理、医疗质
量与安全、技术水平效率都处于

较高水平。临淄区人民医院、桓
台县人民医院相继通过三乙现
场评审，标志着淄博区县级综合
医院发展已处于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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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宋天印 徐蕾)

近日，市妇幼保健院顺利通过了
省妇科四级内镜应用能力核准，
成为淄博可以开展妇科四级内
镜技术的医院。

据了解，腹腔镜技术是腹部
手术的革命性改变，自20世纪90

年代在妇科应用以来，现在已经
广泛应用于妇科各类手术。腹腔
镜视野清晰，手术创伤小，术后
恢复快，术中出血少，住院时间
短，深受广大患者青睐。妇科每
年开展腹腔镜手术1500余例，其

中四级手术500余例，占全部手
术量的近80%，腔镜手术已成为
医院妇科主要手术方式。宫腔镜
检查现已成为一项非常有价值
的妇科诊断治疗技术。它可以直
接检视宫腔内病变，具有直观、
准确、可靠的特点，能减少漏诊，
提高诊断的准确率，被誉为现代
诊断宫腔内病变的“金标准”。

医院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
提高技术水平，规范诊疗，继续
以精湛的技术、高超的水平、优
质的服务为全市妇女健康保驾
护航。

市三院获准开展四级内镜

妇科疾病患者就诊更方便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孙建博) 近日，如
果市民来到市第七人民医院就
诊，也许会留意到门诊大厅右手
边一个新的“岗位”——— 门诊大厅
值班主任，平日繁忙的职能科室
主任来到导医台，与导医一起，主
动为来院的患者排忧解难，不同
的是，在值班过程中遇到的一些

“琐事难事”，他们有权代表院领
导先行处理，也就是说，每天都会
有个“代理院领导”，坐在门诊大
厅为患者服务。

门诊大厅值班主任制度是近

期市七院为提高患者满意度推出
的一项新举措。该制度规定，值班
主任由医院行政职能科室的主要
负责人每天轮流值班，除负责受
理患者反映问题及投诉，维持好
医疗工作秩序外，并有权代表院
领导处理日常工作中遇到的一般
行政事务，之后再向院领导报告。

门诊大厅值班主任制度试行
两周以来，记录已解决的问题大
大小小近60余件，有的在现场值班
主任就直接处理，解决不了的做
好记录与相关职能科室对接，迅
速落实。

市七院院领导能“代理”

零距离为患者提供服务

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鲁中分所落户世博高新医院

市市民民““家家门门口口””享享省省影影像像专专家家诊诊疗疗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孙仁渊) 17日，世
博高新医院与山东省医学影像
学研究所在淄博举行合作签约
仪式，在淄博成立山东省医学影
像学研究所鲁中分所。

会上，世博高新医院院长
阎敬武与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所长赵斌签署了合作协议。此
次与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合
作，将使世博高新医院影像中
心的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作
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唯一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集医学影像
学诊断、介入治疗、科研和教学
培训一体的医疗机构，省医学
影像学研究所成立已经40年，
是山东省医学影像学临床医学
中心、山东省医学影像诊疗科
技创新联盟牵头单位以及乳腺

肿瘤规范化早诊早治项目全国
示范基地、全国教学培训基地
和全国影像学研究基地。在国
内居于领先的学术、技术地位。

省影像学研究所将派出专
家长期在世博高新医院坐诊，
为患者提供精确诊断、准确治
疗，保证最好的治疗效果。广大
群众在世博高新医院的鲁中分
所就能得到省医学影像学研究
所医学专家团队的诊疗服务，
降低了诊疗成本，提升了诊疗
效果。

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鲁中
分所的设立，将进一步提高淄
博地区的医学影像学水平，鲁
中分所将以淄博世博高新医院
为依托，发挥影像医学技术与
先进设备的优势，承担淄博市
高新区及周边地区医学影像学

诊断及科研任务。双方还可借
此将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
势、人才优势、技术优势、服务
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共同致力于影像技术的开

发和利用，进一步推动淄博市
影像医学的发展，促进医学影
像技术与先进设备的完美结
合，打造国内一流的影像医学
技术新平台。

签约仪式现场。

本报讯 为进一步促进优质护
理服务活动的深入开展，提高护理
人员的操作技术水平，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更好地运用于临床，为患
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市精神卫
生中心护理部近期组织全院护理人
员进行徒手心肺复苏、电动吸引器
吸痰及约束带使用三项内容的操作
训练，力争通过培训及考核，带动全
院护理人员的业务水平整体再提
高。

各科室护理人员在护士长的组
织下，按照带教老师的视频指导，加
班加点练习。虽然教室配置还不够
完善，但是大家努力克服困难，在现
有条件下逐步实现护理操作技能的
标准化、系统化及规范化，为整个医
院的标准化建设打好基础。

(孙秀珍 王帅)

市精神卫生中心

组织护理人员培训

本报讯 近日，淄博市中心
医院与台湾中正骨科医院签订双
方技术合作协议，这也是中正骨
科医院继上海、福州、杭州后合作
的第四家大陆医院。此次合作，也
是微创脊柱外科继与德国脊柱领
域合作交流后的又一重大学术业
务发展。

据了解，台湾中正骨科医院是
一所专注骨科疾病诊疗的著名专
科医院，该医院年开展关节置换手
术 1 5 0 0台，年开展更类脊柱手术
1000余台，其中微创脊柱手术达到
700多台。该医院脊柱外科中心开展
脊柱微创尖端技术，并在岛内率先
开展人工颈椎间盘、腰椎间盘及脊
柱非融合技术，临床疗效显著，在
亚洲地区享有盛名。根据合作协
议，台湾中正医院骨科专家将定期
来医院坐诊、手术、康复和科研指
导，进一步推动脊柱微创新技术和
尖端技术的深入开展和普及。同
时，双方将进行学习培训等多项合
作方式，学习先进的脊柱微创技术
和在脊柱病领域先进的诊疗、手术
和康复经验，从而加快医院脊柱外
科专业人才培养和技术水平提升，
进一步提高医院微创脊柱外科综
合业务水平，为淄博市及周边群众
提供更好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鲍秀丽 李扬)

市中心医院与台湾

医院开展技术合作

产后访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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