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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医院院药药品品采采购购，，同同一一品品规规““货货比比三三家家””
济宁加强药剂、基建等领域监督检查，多途径弥补薄弱环节

本报济宁4月19日讯 (记
者 李锡巍 见习记者
唐首政 通讯员 孟庆楠 )

18日下午，2018年济宁市
卫生计生系统党的工作会
议召开。总结交流了2017年
全市卫计系统党的工作，并
安排部署了2 0 1 8年重点任
务。济宁市卫生计生委领导
班子成员，各县市区卫生计
生 局 党 委 书 记 、办 公 室 主

任、机关党委负责人等参加
了会议。

会议中，部分县市区和
单位作了典型发言和分享经
验。去年在抓基层打基础上，
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扎实推进支部规范化建设，
一些长期制约基层党建工作
的薄弱环节得到有效解决，
坚持抓重点求突破，圆满完
成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承担的

9项工作任务，精神文明建设
和工青妇等群团工作有力加
强。

今年将持续加强对人
事、财务、药剂、设备、基建、
后勤以及较多使用高值耗
材、试剂科室的监督检查，注
重从信访举报、网络舆情等
途径发现问题。医疗机构药
品、设备、耗材、试剂招标采
购将是国家和省审查监督的

重点，市里也将出重拳强力
整治。

其中，济宁市所有公立
医疗机构采购的药品，必须
全部、无条件从省平台招标
采购，同一品规必须按最低
价挂网采购，严禁进行网下
采购。对省里明确的血管介
入类等10个类别高值医用耗
材，必须全部在省平台采购；
对省里未明确、年应用量在

10万元以上的耗材试剂，委
属各单位要全部纳入市招标
平台统一集中采购；低于10
万元的项目，实行院内自行
招标，招标前要向市卫计委
备案。不准以任何曲线方式、
变通办法定向采购或接受捐
赠、租赁、借用医疗设备，严
禁定向采购使用耗材、试剂。
严厉打击各类“围标、串标”
行为。

本报济宁4月19日讯(见
习记者 唐首政) 日前，
任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举办专项业务知识培训班，
规范流动人口信息化服务
管理，进一步促进提高流动
人口均等化服务质量和水
平。

此次培训在重点强化
个人服务水平，提高个人
业务能力，促进个人效能
质量上入手，同时大力宣
传流动人口服务均等化服
务项目，倡导国家对流动
人口服务均等化的重要
性，起到一个积极向上的
带头模范作用。

今后，各级流管部门将
认清形势、转变观念、积极
部署、真抓实干，把各项流
动人口服务均等化工作落
实到实处，为任城区卫计局
争创国家级先进示范区打
下良好坚实的基础。

培训班上，区卫计局
流管站抽出三名业务骨干
分别对《流动人口基本公
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
省流动人口信息平台、流
动人口统计报表制度等工
作做了详细的讲解剖析。
据统计，此次共150多名街
道、镇及社区相关人员参
与培训。

本报济宁4月19日讯(记者
李锡巍 见习记者 唐首

政 通讯员 孙艺) 日前，
济宁市开展了儿童脊髓灰质
炎(以下简称“脊灰”)灭活疫苗
查漏补种工作。未接种脊灰灭
活疫苗的适龄儿童家长可及
时带孩子到接种门诊进行补
种。

凡是2016年5月1日以后
出生的儿童，无脊灰疫苗接种

史或者仅有二价脊灰疫苗接
种史的儿童，均可在4月底前
到辖区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接种门诊
免费补种灭活脊灰疫苗。

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
麻痹症”，是由脊灰病毒所致
的急性传染病，病毒主要侵
犯人体脊髓灰质前角的灰、
白质部分，对灰质造成永久
损害，使这些神经支配的肌
肉无力，出现肢体弛缓性麻
痹。该病好发于婴幼儿，可防
难治，一旦引起肢体麻痹易
成为终生残疾，甚至危及生
命。济宁市已经多年没有脊

灰野病毒导致的“小儿麻痹
症”患者出现。

脊灰灭活疫苗是专门用
于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疫苗。
全国于2016年5月1日调整脊灰
疫苗免疫策略，使用二价脊灰
减毒活疫苗(bOPV)替代三价
脊灰减毒活疫苗(tOPV)，并在
基础免疫中使用1剂次脊灰灭
活疫苗(IPV)。免疫策略调整近
两年以来，因企业生产IPV疫
苗量严重不足，供应一直短缺，
导致部分适龄儿童尚未接种
IPV。目前，IPV疫苗供应短缺
情况已有所缓解，能基本满足
适龄儿童接种需求。

济济宁宁脊脊灰灰免免费费补补种种开开始始啦啦
4月底前，未接种疫苗的适龄儿童可在辖区就近补种

任城开展专项业务培训班

夯实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

济济医医附附院院班班博博：：守守护护每每个个盛盛开开的的花花季季
她带领科室团队，成功诊疗矮小症患者2万余例

文/图 本报通讯员 张勇
高琦 记者 李锡巍 见习
记者 唐首政

量身定制促发育
拯救未盛开的花季少女

莹莹是一位16岁的花季少

女，但身高只有138cm，不及10
岁孩子的标准身高，并且没有
发育，没有月经。2013年莹莹的
父母带着莹莹焦急地来到医院
生长发育门诊，经过仔细地询
问病史、查体、各项化验检查，
莹莹被诊为一种染色体疾
病——— Turner综合征。

针对莹莹的病情,医院内
分泌科生长发育专家制定了
一套促生长促发育的治疗方
案。到2016年8月再次测量自

己身高的时候，两年多的时间
莹莹身高已经长到了155cm，
到2017年暑假，在结束了一年
大学生活后的莹莹身高已经
达到了158cm，乳腺已经发育，
已经成为一名亭亭如立的少
女。这时候的她更加自信，对
未来充满信心，她笑着说是附
院矮小症专科给了她盛开的
花季。

矮小症知晓率低、治疗率
低 ,但是可防可治。济医附院

专家提醒，家长应定期监测孩
子的身高变化，重视每年体数
据，了解其生长水平及生长速
度，在青春期开始的年龄段(8
-10岁的女孩，10-12岁的男
孩)最好做一次全面的生长发
育检查和评估，提早发现问
题。

其实，像莹莹这样身材矮
小且不发育，但经过成功治疗
长高的例子，在济医附院内分
泌矮小症专科还有很多。在济
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矮
小症专科带头人班博等专家
医疗团队的治疗下，很多矮小
症患者实现了长高的梦想，对
生活和未来更加充满自信。

默默奉献搞专研
诊疗2万余矮小症患者

2003年，济医附院内分泌
科成立了全省首家生长发育
门诊，为了对矮小症的病因和
治疗展开研究，班博和她的团
队在各种研究资料匮乏的情
况下，克服困难，夜以继日开
展研究。通过不断的努力，她
们在有关生长发育方面的诊
疗水平不断提高，目前已经走
在了全国前列。

班博和团队开展了矮小
症临床科研研究，成立了鲁西
南生长发育研究诊疗中心，建

立了矮小症临床队列数据库
和国家级生物样本库，目前国
家级生物样本库已纳入国家
基因库的管理体系，入库矮小
症血样本近2000余例，基因标
本6000余份。通过十余年的临
床实践，科室明确了矮小症的
病因30余种，还发现了一些罕
见遗传病。截至目前，科室已
成功诊疗各类矮小症患者2万
余例，均取得了明显效果，实
现了矮小症孩子们长高的梦
想，让每一个花季如期盛开和
绽放。

在班博的带领下，科室
拥有高水平的科研立项，硕
果累累的科研成果，共承担
各级课题18项。荣获省市级
科技进步奖10余项，成立的
标准研制小组，成功制定了

《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
诊断标准》，并在临床实践中
得到推广应用。

目前，班博所在的科室发
展成为山东省临床重点专科、
济宁市重点学科、中国生长发
育行为医学研究中心、鲁西南
生长发育研究诊疗中心等。
2017年她带领的内分泌“矮小
症专科”被山东省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山东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山东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联合确定为山东省临床
精品特色专科。

矮小症因其病因复杂，涉及内分泌、生殖、妊娠、遗传及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等多学科，需
要团队的密切配合，才能更快地找准发病原因，确定治疗方案，达到治疗效果。在济宁医学院附
属医院副院长、矮小症专科带头人班博和团队的不断努力下，科室已成功诊疗各类矮小症患者
2万余例，均取得了明显效果，让每一个花季如期盛开和绽放。

班 博 带
领 她 的
团 队 了
解 患 者
康 复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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