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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卫生计生委

始始终终把把健健康康扶扶贫贫挂挂在在心心上上扛扛在在肩肩上上抓抓在在手手上上
王长新 李震

聊城市卫生计生委始终坚持把健康扶贫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把
扶贫的责任扛在肩上，把脱贫的工作抓在手上，扎实做好健康扶贫工作，下足“绣花”功夫，用一项
项深得民心的民生实事，着力解决好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问题，为其开启了一扇扇幸福
之门，给贫困老群众稳稳的幸福。

挂在心上，强化三个保
障，将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
事来抓

强化组织领导保障。该
委及时成立了由主要负责
同志任组长的健康扶贫工
作领导小组，下设6个专项
工作组和办公室；县级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
单位层层建立领导组织，明
确专人负责健康扶贫。该委
还抽调一名县级领导和一
名科级干部到市扶贫办挂
职，进一步加强了同相关部
门的协调和联系。强化政策
体系保障。为完善全市健康
扶贫工作机制，确实减轻贫
困人口看病就医的负担，提
升医疗保障水平，先后出台
了《关于切实做好医疗精准
健 康 扶 贫 工 作 的 实 施 意
见》、《聊城市农村贫困人口
大病专项救治工作实施方
案》、《关于做好全市邻里互
助护理(集中供养)医疗保障
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对
扶贫对象医疗费用实行一
站式结算的通知》等一系列
文件，形成了较为完善、操
作性强的政策体系，为健康
扶贫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
和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的
政策保障。强化督导调研保
障。通过定期召开全市健康
扶贫工作会、推进会、调度
会，进一步明确健康扶贫工
作的任务目标，压实工作责
任。建立了委领导联系县
(市、区)、定期通报、督导调
研、考核评估等一系列制
度，将健康扶贫工作与其它
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
核。去年以来，该委先后5次
组织32个督导检查组，由县
级领导带队对全市健康扶
贫重点工作的落实情况开
展持续的督导调研和检查，
突出坚持问题导向，对发现

的问题认真做好整改工作，
较好地促进了健康扶贫各
项措施落到实处。

扛在肩上，坚持六个精
准，聚力攻坚筑起健康致贫
的“拦水坝”

加强患病贫困人口的
信息精准管理。去年来，该
委认真按照省卫计委部署
要求，在全市对照患病贫困
人口名单逐村、逐户、逐人
走访，认真核对核实患病贫
困人口基础信息和患病信
息，完成核查患病贫困人口
数63869人，纠正各类信息
错误39074例。精准落实“八
个一”工程。全市确定定点
帮扶医疗机构159个，成立
医疗扶贫责任团队2699个，
去年“八个一”工程落实人
数19989人，除去死亡和联
系 不 上 人 员 外 ，落 实 率
100%。同时，对2016年已脱
贫的患病人员继续落实“八
个一”工程，实现了对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八个一”工
程的全覆盖，创新开展了

“万名医生进家庭·签约服
务送健康”活动。精准开展
分类救治。去年分类救治
19825人，除去死亡和联系
不上人员，落实率100%；对
已脱贫患病贫困人口巩固
救治落实率100%。精准夯实
基层服务“网底”。对2016年
确定建设的21个省定贫困
村卫生室，全部建设完成并
投入使用。精准落实惠民政
策。全市各定点医疗机构全
部设立便民惠民门诊，严格
落实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先诊疗、后付费”“两免两
减半”(免收贫困患者个人
自付的普通门诊挂号费、诊
查费，专家门诊诊查费、大
型设备检查费减半收取)和
住院费用减免10%等政策。
去年来全市各定点医疗机

构为贫困群众减免门诊和
住院费用105 . 22万元。开展
免费先天性心脏病手术80
例，减免医疗费用309万元；
开展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
复明手术671例，减免医疗
费用137万元。同为解决需
长期服药的贫困人口购药
费用负担重的问题，积极探
索开展政府用药补贴的试
点工作。精准实施邻里互助
护理和集中供养。为使老弱
病残的贫困人口得到专业
的护理，有效减轻贫困群众
家庭的负担，达到解放劳动
力增加经济收入的目的，该
委创新开展贫困户邻里互
助护理和集中供养模式，他
们针对贫困人员聚居特点
和病种实际，由县乡村三级
医生组成服务团队，为每名
贫困群众建立健康档案和
健康监测记录，为其提供日
常疾病诊疗、康复指导、健
康教育、上门访视、体检等
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
并针对护理人员开展了医
疗常识的培训，提高了护理
人员的医疗护理水平和处
理突发疾病的能力。目前，
邻里互助护理已覆盖全市
103个乡镇、777个村，选聘
护理人员1613名，护理老弱
病残贫困群众3415人，解放
劳动力660名。

抓在手上，加大五个力
度，深入开展扶贫领域作风
专项治理

加大组织领导力度。该
委制定了《全市健康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突出问题专
项治理工作监督检查实施
方案》，召开专题督查培训
会议，成立9个督查组，由县
级领导干部带队，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监督检查。加大重
点工作监督检查力度。明确
了核实贫困群众身份信息、

疾病信息、住院信息、“八个
一”工程措施落实、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群众对健康扶
贫政策知晓率等重点工作；
核实帮扶工作落实及“两免
两减半”“先诊疗后付费”

“一站式”结算、医疗商业补
充保险等便民惠民政策落
实情况。加大问题导向力
度。市、县两级督查组采取
暗访督查、直奔基层实地查
看、走村入户调查走访等
多种形式，重点掌握真实
情况，查找问题，已督查乡
镇(街道) 2 2个(次)，44个
村；走访200个贫困户；走
访 县 、乡 医 疗 机 构 3 0 个
(次)；发现信息错误20条、
工作落实不到位的问题14
处、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
题2 4条。加大曝光通报力
度。各督查组对督查中发
现问题，都列出清单，经督
查组组长和被督查单位主
要负责人双方签字后，及时
进行反馈。对健康扶贫工作
开展不力的县卫计局和存
在突出问题的县、乡医疗机
构，该委在全市卫生计生重
点工作推进会上，进行点名
批评和通报。同时，督促各
县市区也加强了通报和曝
光力度，已对21个在健康扶
贫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医疗
机构进行通报。加大实施第
三方考核评估力度。该委委
托聊城市中和社会服务评
估中心对各县(市区)年度
健康扶贫工作进行综合考
核评估，重点考核评估患
病贫困人口基础信息准确
率、帮扶信息准确率、政策
落实率、健康扶贫政策知
晓率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质量等内容。共发现各类问
题34个，已在全市健康扶贫
工作会议上向各县(市区)进
行反馈和通报。

2 1日上午，聊城市第
三人民医院心脑血管病专
科联盟成立大会暨鲁西地
区心脑血管病诊治高峰论
坛在阿尔卡迪亚国际会议
中心举行，北京宣武医院
副院长吉训明、国家胸痛
中心主任金少辉、市卫生
计生委副主任赵金星、聊
城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孔
祥之以及全市心脑血管病
项目负责人和各医疗联合
体联盟单位成员参加了大
会论坛。

会上，对聊城市第三
人民医院成为中国胸痛中
心进行了揭牌，同时对聊城
市心脑血管病医联体单位
进行了授牌。此次联盟单位
授牌，能有效解决医疗资源
相对不足，分布不均衡的问
题，横向盘活现有医疗资
源，将进一步整合全市各医

疗机构优势的心血管病医
疗资源，实现专科领域内优
质资源的进一步共享，缩短
急救时间，打开急救通道，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为优质
的医疗服务。

随后的高峰论坛上，
北京宣武医院副院长吉训
明教授就医院卒中中心建
设进行了专题讲座，该项
目是国家重点健康项目，
做好这项工作，利国利民，
对提高人民群众身体素质
和减轻家庭负担有很大的
帮助。该院任明教授做了
远隔缺血适应治疗缺血性
脑血管病专题讲解，中国
胸痛中心金少辉主任讲了
胸痛中心医联体在区域协
同救治中的作用等。专家
们的讲座，得到了参加活
动的各医院心脑血管项目
负责人的一致好评，感觉

受益匪浅。
近年来，聊城市第三人

民医院致力于心脑血管病
的救治研究，并得到了上级
和社会群众的认可，得到了
中国胸痛中心认证，为聊城
市区唯一一家胸痛中心。神

经介入方面也有很高的突
破，介入取栓数量也居全国
前列。挽救生命、减少残疾，
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将以
此次心脑血管病专科联盟
成立为契机，为人民健康保
障做出更多的努力。

聊聊城城市市第第三三人人民民医医院院心心脑脑血血管管病病专专科科联联盟盟成成立立

近日，省卫生计生委党组成员、
副主任于富军一行四人到聊城市进
行调研。调研组先后到东昌府区妇幼
保健院、东昌府区中医医院、东昌府
区古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现场
调研，并听取了东昌府区情况汇报，
就相关内容进行座谈。市卫生计生委
党委书记、主任刘德勇陪同活动。

在听取了市、县有关单位的情
况汇报后，于富军对近年来聊城市
卫生计生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
分肯定：一是高度重视，思路清晰，
把卫生计生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二
是突出重点，改革创新，深化医改效
果显著；三是重心下移，基层公共卫
生工作扎实有效；四是转型发展，计
划生育、妇幼保健工作成绩显著；五
是重视中医药文化建设，大力发展
中医药事业，东昌府区中医医院、乡
镇国医堂等发展良好。

于富军对聊城市卫生计生工作
提出五点要求：一是抓改革，求突
破，不断开拓卫生计生工作新局面。
二是抓基层，强基础，全面提升基层
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三是抓重点，树
亮点，全力推进重大攻坚工程取得
新胜利。四是抓服务，促转型，全面
实现以人为本的计生妇幼服务。五
是抓领导，领导抓，营造卫生计生工
作良好氛围。 (刘姝媛)

省卫计委来聊调研

基层政策落实情况

6月15日上午“全市推进一次办
好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对“一次办好”改革工作作出安
排部署。会后及时把会议精神传达
到窗口每一位工作人员，要求窗口
每一名工作人员都要深刻领会“一
次办好”改革理念，更重要的是在工
作中贯彻落实这一理念。

“一次办好”即“一次办结、群众
满意”。市卫计委窗口将严格落实会
议精神，对属于本部门行政许可事
项清单进行系统梳理，抽调专人集
中时间梳理2016年和2017年许可档
案中涉及规定类和委托类中介机
构，高校扎实地推进中介机构摸底
工作；同时，根据省、市行政权力清
单涉及卫生计生系统的行政许可事
项重新梳理本部门清单，并力争清
单中行政许可事项在符合法定受理
条件情况下，通过精简申请材料、减
少办事环节、缩短办理时限、实行全
程网办等具体措施，做到“一次办
好”，为申请人提供“店小二”、“保姆
式”服务，不论“见面不见面”、“跑腿
不跑腿”、“线上线下”，都要实现“一
次办结、群众满意”。市卫计委窗口
把“一次办好”事项梳理工作和中介
机构摸底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安
排部署，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
项改革任务。 (市卫计委窗口)

市卫计委窗口严格贯彻

落实“一次办好”改革要求

遗失声明
冠县峰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371525200005021)、机

构代码证(555215726)、开户许可证(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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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001517487)，及其公章、法人章和财

务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聊城市东昌府区盐场食用菌养

殖 专 业 合 作 社 ， 注 册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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