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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今日济阳

区人民医院成“省卒中防治中心”
济阳区区域内唯一，全国防治卒中中心综合排名25名

济阳区市场监管局多措并举
服务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通讯员 杜秀香

卒中中心
实现救治标准化

脑卒中（又称“中风”、“偏
瘫”、“半身不遂”）是人类健康的

“第一杀手”，已成为我国第一大
致残、致死性疾病，给社会和家庭
带来沉重负担。时间就是大脑，脑
卒中是急症，及时救治是决定卒
中患者良好愈后的关键。3个小
时是溶栓的黄金时间，是决定脑
卒中预后的关键因素。在黄金时
间内静脉溶栓和血管内介入治
疗，能有效开通血管，有利于挽救
缺血脑组织，降低患者残疾率、死
亡率。如果能在发病6小时内送
到医院治疗，致残率将会降低一
半，每延误30分钟抢救，就有约
12%的患者失去恢复机会。

面对脑卒中这个凶险的“对
手”，医院在探索实践中给出了答
案：只有真正实现学科间的无缝
对接，才能保障卒中中心的高效
运转，在脑卒中防治中发挥出应
有的作用。2018年底，医院整合
神经内、外科专业力量，联动急诊
科、120急救中心、检验科、影像
科、药学科、康复科、介入室，正式
成立卒中中心，建立起包含急性
期救治、早期康复、二级预防、随
访宣教等功能于一体的相对独立
的学科联合体系，实现院前院内
无缝对接，打破学科壁垒，优化卒
中救治流程，有效提高卒中救治
能力，实现了卒中救治的标准化。
患者一旦发生脑卒中，早期辨识，
早期接受溶栓或介入的正规治

疗，可以将脑卒中的致残率和死
亡率大大降低，而且有效减少社
会和家庭负担。

300强名单中
获综合排名25名

2019年是医院的“中心建设
年”。10月，卒中中心迎来了高光时
刻，进入全国卒中防治中心、溶栓
技术前50强。11月，济阳区人民医
院卒中中心成功加入济南市卒中
急救地图2 . 0版，成为济阳区“唯
一”一家有资格、有能力、有技术、
有水平静脉溶栓、动脉取栓的卒中
病人急救中心，并设立急救专线电
话：81171120。伴随着地图的颁布，
又有好消息传来，医院神经内一科
独立完成济阳区首例动脉取栓术，
术后患者恢复良好。2020年1月，医
院更上一层楼，在全国防治卒中中
心300强名单中获综合排名25名。

2020年1月，医院迎接了山
东省卒中中心建设专家委员会组
成的评审专家组的现场核查认
证。专家们分组对卒中中心的组
织构架、绿色通道建设、中心流
程、运行情况，核心数据、卒中筛
查等进行复核评审检查，现场核
查相关资料及病历，并对神经内
科、神经外科、急诊科、手术室、心
内科、放射科、超声科、信息科、宣
传科等科室进行现场检查。现场
检查结束后，专家组组长就检查
情况作了总结，对医院卒中中心
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认可，同时
也对今后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脑卒中救治开辟
优先级最高绿色通道

走进医院卒中中心，每天都
有多学科联动的脑卒中救治战役
在打响，医护人员步履匆忙，随时
要和时间赛跑，与死神作斗争。中
心建设以来，已常规开展了急性
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血管内取
栓、颅内外血管成型和支架植入
术、颅内血肿清除术、颅内动脉瘤
微弹簧圈栓塞术、颅内外动脉搭
桥术等一系列技术。

尽快让患者接受静脉溶栓治
疗，是卒中救治的关键所在。每缩
短一分钟，病人的生命就多了一
份保障；每救治一个生命，就多挽
救了一个家庭。为提高治疗疗效，
医院多次召集相关科室制定、优
化绿色通道流程。对于怀疑急性
卒中的患者，一律开辟优先级最
高的绿色通道，并采取“先救治、
再付费”等一系列措施，从各个环
节减少延误，争分夺秒，减少
DNT（Door to Needle Time），
保证患者在最短时间内接受最有
效的治疗。此外，医院已与全区6
个乡镇卫生院和120急救机构签
署双向转诊协议，通过微信、远程
网络等方式，与上级医院建立远
程会诊机制，实现院内外无缝衔
接，确保了卒中患者快速转运及
救治。

自2018年底至今，卒中中心
共成功溶栓150余例，成功取栓
10余例，总体效果良好，各项指
标不断优化。目前，平均DNT（患
者入院到静脉溶栓治疗时间）已
达到50分钟，远低于国家标准。

50分钟以内溶栓、24小时坚
守、365天无休——— 济阳区人民
医院卒中中心，从院前急救到院
内抢救无缝衔接，为脑卒中病人
搭建起一条绿色生命通道。

本报7月2日讯（通讯员
曲玲玲） 济阳区市场监管局
立足岗位职责，全面落实区委
区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突出
问题导向，采取精准有力的举
措，主动担当作为，当好政策

“宣讲员”、难题“协调员”、复
产“勤务员”，进一步提升市场
监督服务水平，为济阳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
障。

区市场监管局通过媒体、
电话、短信、微信等网络平台
进行宣传，并在各监管所登记
大厅等区域悬挂宣传年报横
幅、张贴年报填写流程等方
式，督促提醒全区的企业、个
体工商户及农民专业合作社

及时进行年报公示，切实扩大
市场主体年报工作的社会知
晓率和覆盖面；通过各监管所
和业务科室，及时解答市场主
体在申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针对部分市场主体对电脑操
作不熟练、无电脑设备等问
题，安排责任心强、熟悉年报
操作的人员进行手把手、面对
面的指导，最大限度方便群
众。

通过在全区市场监管领
域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
跨部门联合监管，对违法者

“利剑高悬”，对守法者“无事
不扰”，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实
现由政府监管向社会共治转
变，以监管方式创新提升事中
事后监管效能。为加快“互联
网+监管”平台建设，完成“互
联网+监管”系统监管事项目
录清单和检查实施清单的梳
理和录入工作，为全区市场监
管事项全覆盖、监管过程全记
录提供了智慧支撑。

市场监管之窗

声 明 济 南 恒 立 安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
370125MA3RWQWT3G)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3000万减资为500万，请债权人于公告
之日起45日内申请债权。

本报7月2日讯（通讯员
张桂燕） 为进一步加强全区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保障特种
设备安全运行，近日，济南市济
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济阳
新华能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开
展了特种设备应急演练。

此次演练模拟特种设备
（蒸汽泄漏）高温高压蒸汽泄漏
人员烫伤事故开展应急演练。
演练中应急救援、设备抢修、疏
导保卫、医疗救护、善后处理等

应急小组30余人密切配合，过
程紧张有序，用时10分钟成功
完成被烫伤人员救援撤离、设
备检修恢复运行。

演练结束后，济阳区市场
监管局副局长高继洪对演练活
动进行了点评，认为演练活动
准备充分、组织严密、模拟真
实、处置科学，充分检验了应急
预案的可操作性与实战性，达
到了锻炼队伍、磨合机制、提升
能力的目的。

济阳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
特种设备应急处置演练活动

本报7月2日讯（通讯员
董浩） 全国专利调查工作开
始后，济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议专门
安排部署，并指定专人负责此
项工作。

此次全国专利调查涉及济
阳区内济南泰昊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等7家企业，共12项专利。
济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利用各

种方式联系到专利权人后，及
时向被调查单位发放用户名和
密码及网上填答说明，详细说
明此次专利调查的重大意义，
耐心指导专利权人进行网上填
答，取得了专利权人的理解与支
持。对电话无法联系的企业进行
上门服务，面对面交流，耐心指
导专利权人进行网上填答。经过
努力，调查问卷顺利完成。

济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高质量完成全国专利调查工作

济阳区口腔疾病防治指导中
心在济北口腔医院揭牌后，济北口
腔医院深感责任重大，决心要不辱
使命，不负众望，他们立即行动，制
定规划，多措并举，为全民普及口
腔健康知识，提升居民的口腔健康
水平，开展工作做足了准备！

一是组织专业人员设计、编
写、出版口腔健康知识宣传册、院
报等，免费发放给广大群众，宣传
普及口腔健康知识，提高群众对
口腔健康的认知度。

二是对全体人员进行全面培
训，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习，交流

医患沟通、手术治疗等心得体会，
全面提升医护人员的业务素质，
为患者提供最优质的诊疗服务。

三是对口腔设备、就诊环境
进行了升级改造，医院投资新上
了八台牙椅，增设了儿童齿科，儿
童玩耍区，新进了高科技“睡眠洁
牙”机，由市口腔医院专家坐诊，
使你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洁牙。
医院还对就诊环境进行了改造提
升，设立了2个VIP特诊室，使患
者体验到在家的温馨感受。

四是提升了服务质量。从导
医到客服，从护士到医助，到医

师，狠抓服务规范，建流程，记话
术，做到微笑服务、靠前服务、主
动服务，使患者带着希望而来，装
着满意而归。

五是区口腔疾病防治中心将
组织专家队伍深入到农村、社区、
学校、企业等开展口腔保健知识
宣教、义诊活动，并分别针对老年
人、儿童、孕妇等人群进行有针对
性的服务活动。

相信通过以上行动，必将在
促进全民普及口腔健康知识，提
升居民的口腔健康水平中发挥积
极的推动作用。

提升居民口腔健康水平
济北口腔医院已做足准备

济阳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特种设备应急处置演练活动。

6月 3日，
山东省卫健委
脑卒中防治委
员会、山东省
卒中学会发布
通 知 ，公 布
2020年山东省
卒中中心建设
单位名单，济
阳区人民医院
被确定为“山
东省卒中防治
中心”。标志着
医院卒中救治
已走在了全省
前列，并成为
济阳区区域内
唯一具有脑卒
中标准化救治
能力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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