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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人民医院停车场计时收费，车辆需凭卡出入

就就医医者者凭凭当当日日票票据据免免费费停停车车

C05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 代敏)

随着“关爱留守·流动家庭中国
行”大型公益活动的持续开展，在
医疗志愿者牵手留守·流动妇女走
进滨州之后，作为承办方的滨州百
佳妇产医院将公益活动继续，将爱
与关怀延续，继“走进滨州”、“走近
百佳”之后，开展“走进社区”、“走
进基层”的公益活动。

近日，滨州百佳妇产医院组织
院内专家，以“女性健康保健”为主
题，向参与人员就“妇科常见病症
及预防措施”、“妇科常见肿瘤及宫
腹腔镜的优势”两项课题做了科普
讲座。诙谐朴实的语言，生动的案
例讲解，引发参会人员对自己健康
的深思。

目前，讲座已经走进了滨魏
工业园、交运集团、灌溉局等单

位，并在讲座之余进行了义诊。此
次活动得到了各单位的大力赞扬
和支持，在讲座前，单位负责人都
对本次活动的做出简单的介绍，
并对滨州百佳妇产医院、讲座的
讲师表示感谢。

滨州百佳妇产医院由桂芝院
长介绍说，此次活动是一次公益活
动，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女性关注
自身的健康，对自身健康负责，学
会健康保健，定期体检，从而做到
病症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
是对家人、对自己、对儿女的负责。

滨魏集团工会郝主席表示，
妇女是家庭的半边天，承担着的
家庭、工作、社会责任丝毫不少于
男性，所以，她们的健康应该受到
重视，也必须受到重视。非常感谢
滨州百佳妇产医院做出这儿样的

公益活动，这是一种社会责任的
体现。

目前为止，此次活动共举行了
三场，共吸引560余人参与，将惠及
三个单位的近2000余女性职工，很
多人在听过讲座之后，表示恍然大
悟，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并在讲
座结束的义诊上，就自身的问题向
医务人员咨询，医务人员认真诊
断，热情回答，并为她们提供合理
的医疗建议及预防意见。

据由桂芝院长介绍，为了能切
实保障将健康和关怀送到每一位
需要的人手中，滨州百佳妇产医院
制定了多重优惠的健康体检政策，
并针对有特别需要的人群，开展

“关爱流动留守家庭中国行”妇科
疾病援助计划，征集100例妇科大
病种免费手术，同时为了使征集活

动切实帮助到有需要的特困患者，
组委会将对申请者的进行严格筛
选。

为更好服务于各基层，将健康
与关怀送达需要的人手中，滨州百
佳妇产医院，在邀请北京专家前来
坐诊的同时，积极组织本院医护人
员下乡义诊、下基层义诊，将医疗

队伍带进社区、带进工厂，切实为
滨州基层及广大女性的健康实实
在在的做出贡献。同时，大力邀请
北京协和、中日友好医院等北京知
名医疗机构的医疗专家定期前来
坐诊，为滨州的广大女性送上滨州
百佳的关怀与健康，在家门口就让
您享受到北京专家的力量。

““关关爱爱留留守守··流流动动家家庭庭中中国国行行””
滨州百佳组织女性健康保健讲座走进基层

女性健康保健讲座走进交运集团

25日，滨州市人民医院正
式对入院停放机动车辆实行
计时收费，来医院就诊就医
群众机动车辆在医院院内停
放的，可凭当日就诊治疗凭
证、住院和出院票据免费停
放。对来院探视病人，办理相
关业务的车辆在院内停车，
实施计时收费。自实施停车
收费的公示发布后，引起市
民的广泛热议。

凭就医票据

可免费停车

26日，在滨州市人民医院门
诊楼、住院一部、住院三部以及
家属院停车场出入口，收费亭，
档杆、计时收费管理系统、监控
设备等设施已完成安装，院门口
一侧还竖立着有关停车场收费
公示有关情况的说明。有部分来
医院的车辆正在取卡入院。

在医院的停车场收费公示
牌上写到，为了控制外来无关车
辆乱停乱放，方便就医就诊群众
车辆停放，提高院内车位利用
率。根据滨州市卫生局、滨州市
物价局、滨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滨州实际情
况，参照省内三级甲等医院的有
关事宜规定如下：

一、来医院就诊就医群众
的机动车辆在院内停放的，凭

当日就诊治疗凭证、住院、出院
票据一律免费停放，不得收取
任何费用；二、来医院探视病
人，办理相关业务的车辆在医
院院内车场停放的，实行计时
收费，具体收费标准按附表执
行；三、收费时，使用正规票据，
严格实行明码标价制度；四、院
内收取的的是场地占用费，非
看管费用，不对你的车辆及物
品安全负责。自8月24日后开始
执行收费。

据现场工作人员表示，停
车收费标准为机动车停车30分
钟内不收费，超过30分钟的1小
时内每辆车收费2元。超时1小
时收费1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
计，每辆车每天最多不超20元。
对院内职工、家属在宿舍区停
车区停车免费。而市民可凭当
日缴费收据、住院押金收据或
住院费用一日清单，出院结算
收据等有效收据，享受当日免

费停放。对军车、执行公务的警
车、消防、救护、工程抢险等特
殊车辆和救灾、残疾人专用车
辆免费停放。

实施收费2天

市民意见不一

滨州市人民医院实施停车
收费的公告发布后，引起市民
广泛的热议。对于收费制度有
的表示支持、理解，有的市民则
认为是负担，存在抵制情绪，甚
至可以享受到免费政策的车主
也表示停车收费是不必要的麻
烦。

“我认为医院停车收费是合
理的，应该理解。这样做保障就
医者停车方便，车位很容易就能
找到，有看急诊的病人就不用排
队找车位了。”市民李女士说。

“谁没事来医院瞎停车啊，
看病的才来啊，非得整个收费制

度，还不够麻烦的呢，还得排队
耽误时间。”市民王女士说，对于
停车收费事情她并不是很支持，
她觉得出入停车就很麻烦。

据工作人员称，自收费制度
实施2天以来，大多数市民还是
比较理解支持的，但也有部分市
民很不配合。“这才刚刚实行，估
计以后就好了。有些市民可能还
不习惯，或者对政策不了解，我
们会详细地给他们解释，解释清
楚了也就好了。”

在许多医院院内、院外公共
停车场以及周边的路段路边停
车位已被占得满满当当，医院停
车不收费，市民就要面临“停车
难”的问题。当前很多城市的医
院都已实行停车收费制度，医院
停车收费已成趋势。在2013年9
月，滨医附院就开始实施入院停
放计时停车收费管理制度，对滨
医附院探视病人、办理其他业务
的车辆实行计时收费。

文/片 本报记者 郗运红

医院门口竖立着关于停车
收费的公示牌。

做做完完阑阑尾尾炎炎手手术术右右腿腿没没了了知知觉觉
博兴县人民医院中途停药要求患者做医学责任鉴定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 王
泽云) 博兴市民韩女士在县人
民医院做完阑尾炎手术后右腿
失去知觉，检查得知神经受损，
家人和人民医院协商后再次住
院治疗。26日，人民医院突然停
止给韩女士用药，声称要求给
韩女士做医学责任鉴定，再决
定要不要继续治疗。

26日，记者来到博兴县人民
医院，58岁的韩女士坐在病房
外。韩女士的儿子郝先生告诉记
者，6月8日，韩女士觉得肚子疼
到博兴县人民医院进行检查，检
查后领了药就回家了，6月9日下

午再到医院检查发现是急性阑
尾炎，于是马上进行了手术。

手术后第二天，韩女士自
己及家人发现右腿没有知觉。

“当时我们都以为是麻药劲儿
没过，但是过了4天还没有知
觉。”郝先生说。于是，在韩女士
做完手术第5天时，郝先生带母
亲到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做检
查，却被告知母亲是因为损伤
了神经而导致右腿没有知觉，
郝先生和家人只能再回到博兴
县人民医院问究竟。

6月16日，郝先生与博兴县
人民医院协商后，再次进行住

院治疗。“当时协商先把腿治
好，不要钱，一直到治疗痊愈为
止。”郝先生在此期间因为不放
心，又带母亲到淄博一家医院
做检查，检查的结果同滨州医
学院附属医院一致。“这几天我
母亲能拄着拐仗走路了，今天
他们却给停药了。”

“患者于1周前因急性阑尾
炎入住我院外一科，急症在硬
膜外麻醉下行手术治疗，于手
术次日查房医师及患者陪人发
现患者右下肢无力，活动明显
受限，感觉障碍，未予引起重
视。经观察治疗恢复欠理想，患

者于今日前往滨医附院就诊，
拟诊为右下肢神经损伤，患者
于今日下午复来我院，经会诊
以‘右下肢瘫痪原因待诊’入住
我科。”这是韩女士再次入住博
兴县人民医院时的入院记录，
时间是6月16日。

郝先生还告诉记者，博兴
县人民医院要求给韩女士做医
学责任鉴定，鉴定后再决定要
不要给他母亲治疗，医院医务
科王主任一直与他协商此事。
但是记者采访王主任，王主任
却说不清楚此事，拒绝透露任
何事情。

惠民县魏集镇：

大力营造良好

人口发展环境

今年上半年，魏集镇计划办
主动适应新常态，紧紧围绕全县
人口计生工作大局，创新工作思
路和方法，着力推进“计生教育推
广”、“计生信息汇总”和依法打击

“两非”三项主要工作，为全镇经
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了良好
的人口发展环境。

强化教育宣传，营造浓厚氛
围。魏集镇以宣传中央、市、县三
级计生政策为抓手，构建多层次
教育平台，充分利用三八妇女节、
母婴健康大讲堂等活动契机，大
力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活动，
使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奖励扶助
政策等深入人心。利用春节、“母
亲节”等节日，会同妇联、团委等
部门，深入推进“关爱女孩”行动
和“生育关怀行动”。同时在各村
村务公开栏、宣传栏、集贸市场等
人群集中的公共场所，设立固定
的计划生育宣传广告牌和标语口
号，内容准确、规范、文明、温馨。
并利用村人口文化学校和文化书
屋等阵地，为村民提供生育知识、
获取致富信息，将计生相关政策
真正送到群众身边。

加强计生信息汇总，做到有
的放矢。为了全面了解各村情况，
魏集镇狠抓业务信息系统建设，
人口变动信息从村级进行汇总，
当月工作任务、已婚育龄妇女登
记表及时反馈给村，每月定时召
开计生例会，对参会人员进行培
训，严格考勤。计生办工作人员对
各村的计生专干进行业务和日常
工作指导。业务信息系统务必做
到数据真实、准确、全面和完整，
无逻辑错误。

主动直面矛盾，依法打击“两
非”。“两非即非医学需要鉴定胎
儿性别与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
这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魏集镇对
此是严格依法打击。”镇计生办主
任吴学勇说。魏集镇成立由镇长
任组长的打击“两非”专项治理领
导小组，召开打击“两非”专题动
员大会，明确职责范围，确保责任
到人，做到机构、人员、经费、责任

“四落实”。 （闫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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