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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解决贫困群众
因病致病和因病返贫问题，
认真落实“健康扶贫”要求，
东昌府区卫计局精心谋划、
认真组织、真抓实干，多措
并举推进健康扶贫工作。

织细健康扶贫网。一是
摸清服务网底，区卫计局抽
调专业人员，组成15个调查
组，通过进村入户的方式，
走访了解全区5018名因病
致贫群众的健康状况，根据
病因、病情，逐人建立健康
档案，进行分类管理，确保
全区健康扶贫工作村不漏
户、户不漏人、人不漏项。二
是构建服务网络，区卫计局
统筹全区医疗卫生资源，从
区、镇、村三级医疗机构抽
调764名医护人员，组成家
庭医生服务团队，为5018名
患病贫困人口提供基本医
疗、公共卫生和约定的健康

管理服务，在全区构建起了
以区级医院为“龙头”、镇卫
生院为“枢纽”、村级为“网
底”的三级健康扶贫网络，
按照“每月一次定期随访，
每年一次健康查体”的要
求，定期通过入户、电话等
方式，进行随访服务。三是
做好服务承诺，家庭医生服
务团队结合贫困居民患病
情况，对其健康状况评估、
健康教育、基本医疗和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转诊等服
务，与每一名健康扶贫对象
签订服务协议，区卫计局印
制健康扶贫明白纸和健康
扶贫卡，免费发放到每一名
贫困居民手中，使他们充分
了解健康扶贫内容、定点医
疗机构分布、享受哪些优惠
政策、健康常识等知识，方
便群众就医就诊。

做实健康扶贫事。一是

明确定点医疗机构，区卫计
局综合考虑患病贫困人口
病种、病情和医疗机构服务
半径、服务能力等情况，在
全区指定9家健康扶贫定点
医疗机构，悬挂健康扶贫定
点医疗机构标识，为患病贫
困人口提供优质、方便、快
捷的服务。贫困人口到定点
医疗机构就诊，享受“先诊
疗、后结算”政策，实施“两
免两减半”惠民政策，即便
民惠民门诊对建档立卡的
贫困患者免收个人自付的
普通门诊挂号费、诊查费
(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般
诊疗费)，专家门诊诊查费
以及大型设备检查费减半
收取。二是浓厚宣传氛围，
充分利用网络、微博、微信、
宣传页等方式，大力宣传健
康扶贫活动，充分调动广大
干部职工参与这项活动的

积极性，让人民群众，特别
是因病致贫返贫群众了解
活动开展的实质和内容，支
持和配合活动的开展，使他
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温暖。截止目前，全区共印
发宣传页2万余份，悬挂宣
传条幅300余条，发送微博、
微信2000余条。三是创新服
务载体，将健康扶贫工作与

“赶大集、送健康”、“农民健
康大讲堂”、“荧火虫进社
区”等活动有机结合起来，
积极开展惠民义诊活动。目
前，全区共开展“赶大集、送
健康”、“荧火虫进社区”等
惠民义诊活动50余次，免费
为群众查体诊疗4000余人
次，开展健康教育讲座150
余场，受益群众2万余人，为
8名农村贫困家庭儿童进行
了先心病免费救治。

(李念刚)

织细健康扶贫网、做实健康扶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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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
作 为 聊 城 市 产 前 诊 断 中
心，开展“无创DNA产前诊
断技术”，努力降低出生缺
陷，切实保障广大孕妇的
权益，目前，成为聊城市唯
一一家完全符合国家规范
要求开展“无创DNA产前
诊断技术”的妇幼保健机
构。

检验医学中心于2011
年通过山东省临床基因扩
增实验室实验室技术审核

验收；2012年11月份通过
山东省产前诊断技术服务
评审；2016年建成了规范
的分子遗传和细胞遗传实
验室。现有专业人员36名，
本科及以上学历95%以上，
有11名技术人员获得了相
应的证书，目前具备雄厚
的人员与实验技术力量。
中心配备了大型国际知名
品牌检验仪器3 0余台，拥
有 聊 城 市 唯 一 一 台 无 创
DNA检测仪。

根据10月27日国家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
厅下发“关于规范有序开
展 孕 妇 外 周 血 胎 儿 游 离
DNA产前筛查与诊断工作
的通知”，对开展无创产前
DNA的基本要求进行了详
细规范，我院各项资质完
全符合国家规范要求。

作为聊城市唯一一家
完全符合国家规范要求开
展“无创DNA产前诊断技
术“的妇幼保健机构，预防

出生缺陷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分子诊断技术在其
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精准
作用。通过无创DNA产前
诊断，可以降低婴幼儿死
亡率及出生缺陷发生率，
保障人民群众医疗保健服
务需求，并且对遗传疾病
的预防和控制，提高人口
素质起到积极作用，为二
孩政策的实施以及降低出
生缺陷做出了贡献。

(赵妍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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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我县整
体医疗技术水平，促进医
疗 机 构 的 管 理 步 入 规 范
化、精细化轨道，全面掌握
了解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
展情况，11月9日至10日，
县卫计局组织全县各医疗
机构院长、局班子全体成
员和相关股室负责人，在
县卫计局局长王业军的带
领下，对全县各基层卫生

院的医疗质量、院容院貌、
作风建设情况进行了全面
观摩评议。

通 过 观 摩 和 实 地 感
受，各卫生院院长意识到
了各自卫生院在工作中的
不足，看到和学到了其它
卫生院在发展建设中形成
的好的经验和做法。王业
军指出，通过观摩发现各
卫生院较以前有了很大的

改观，虽然在进步，但是进
步的步伐还要加快，要高
起 点 、高 标 准 ，合 理 的 布
局，争取给群众创造一个
温暖、舒适、人性化的就医
环境。他要求，各卫生院院
长要意识到自身不足，学
习他人长处，，自我反思，
追赶跨越。卫计局要进一
步加强督导力度，加强引
导，齐心协力将我县的医

疗卫生事业越办越好，为
百姓谋福。各卫生院院长
纷纷表示要将现在提出的
规划在最短的时间内变成
现实，在今后的工作中向兄
弟单位相互学习、取长补
短、共同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和服务能力，给全县农民群
众提供更好、更便利、更优
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耿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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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上午，安丘市精神卫
生中心院长曹瑞祥一行8人，来到聊
城市第四人民医院参观考察。院长
武建胤、副院长于法彦热情接待，双
方进行了友好而热烈的座谈与交
流。

在明德楼五楼会议室，院长武
建胤对安丘市精神卫生中心领导的
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播放了医
院标准化建设宣传片，详细介绍了
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院管理、
专业特色、设备情况、文化建设、人
才队伍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随后，
在院领导的陪同下，曹院长一行参
观了行为治疗科、心理康复病房、医
学物理科、抑郁症治疗科、心理健康
服务中心等重点科室，实地考察了
康复治疗中的绢花制作流程。

安丘市精神卫生中心领导一行
对我院学科建设、先进的工作理念、
优美的工作环境以及特色精神专业
技术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共同探
讨了心理、精神卫生的现状和发展
前景，增进了彼此感情，为共同发展
开创了新局面。

(任喜荣 秦潞)

安丘市精神卫生中心来

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参观交流

今年11月14日是第25个“联合
国糖尿病日”，为提高辖区居民防治
糖尿病意识，进一步了解糖尿病饮
食的相关知识，11月14日上午，高新
区卫计局联合聊城市中心医院、九
州社区服务中心在凤凰广场积极开
展“联合国糖尿病日”宣传活动，党
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杨印成莅
临现场指导工作。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共同关注
糖尿病”。活动现场，通过悬挂主题
条幅、设立宣传咨询台、发放宣传品
及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居民讲解糖尿
病的症状、病因、危害、糖尿病的防
治保健等相关知识，从而做到早预
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
材料2000余份，免费为居民测血压
200余人次，测血糖200余人次，发放
限盐控油工具300余套，发放围裙
300个。通过这次宣传，辖区居民进
一步了解糖尿病的防治常识，强化
了群众对糖尿病“早发现、早预防、
早治疗”的防治意识，提高全区居民
的健康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高新区卫计局 尹晓嫄)

高新区卫计局：

开展“联合国糖尿病日”

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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