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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瞻前
群众满意度交优异答卷

疫情防控战绩卓著。聊城市
委市政府抓早抓细抓实，广大医
务工作者冲锋在前，各级各部门
履职尽责，在全省做到“七个率
先”，实现所有患者零死亡、所有
医务人员零感染、所有特殊场所
重点人群零感染，连续134天无新
增确诊和疑似病例。

健康扶贫成效明显。2019年，
全省脱贫攻坚重点地区健康扶贫
现场推进会在聊城举行，市卫生
健康委健康扶贫年度考核评估列
全市行业部门第一。2020年，聊城
贫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经
验、贫困群众疫情防控经验、采用
信息化手段落实健康扶贫惠民政
策做法获省推广。

基层服务引领创新。市委、市
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提升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意见》，5个
县(市区)被国家卫生健康委批准
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试点县。
2020年，创造性地将115个卫生院
和316个村卫生室改造提升捆绑

打包，申报了投资总额9 . 03亿元、
专项债5 . 4亿元的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提升项目，获得国家发
改委批复，并列入山东省“补短板
强弱项培育新的增长点重点项
目”。

高地建设聚力发展。紧急医
学救援中心建设项目列入全省七
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区域中
心之一；积极建设国家卒中中心
和中国卒中培训基地，推广急性
卒中绿色通道“聊城模式”；市人
民医院东昌府院区挂牌成立，省
级区域医疗中心体量与实力得到
增强；全市医疗卫生单位通过“一
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发布急需紧
缺人才计划226人，市人民医院等
3家单位计划引进高层次人才203
人。

智慧医疗领域拓宽。全市建
设了统一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电子健康卡应用平台、“健康聊
城”微信服务平台、市级预约平
台、支付平台和全生命周期电子
健康档案，实现了群众就诊全流
程识读电子健康卡。目前，38家二
级以上医院和140家基层医疗机

构全部完成电子健康卡受理环境
改造，已发放健康码535万张，发
放占比达88%。

中医药事业焕发光彩。2019
年，全市8家县级中医院全部通过
二级甲等中医院评审，实现满堂
红；全市乡镇卫生院及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建成国医堂145个，实现
全覆盖；通过实施中医药特色村
卫生室建设“123工程”，全市80%
以上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
服务，市、县、乡、村四级中医药服
务基本实现全覆盖。

民生实事扎实推进。开展漠
视群众利益、涉及民生问题、医疗
乱象三项整治行动，开展“四不两
直”暗访，检查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4291个，形成严厉打击各类违法
违规执业行为的高压态势。创新
开展领导干部就医体验活动，引
进第三方对市县医疗机构开展“3
个100”满意度调查，着力解决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启后
群众满意度成服务“试金石”

树牢观念，走活“一盘棋”。聚

焦群众看病就医的痛点、难点、焦
点、堵点，树牢全市“一盘棋”工作
理念，抓好六大区域服务能力提
升。

落实举措，工作“抓到底”。抓
行业就要抓行风，抓业务就要抓
服务能力和满意度提升。一是实
施三大工程。二是开展四项行动。

惠民服务，做进“心坎里”。面
向慢病患者，加大关心关爱力度；
面向贫困患者，降低诊疗费用；面
向基层患者，组织开展好免费义
诊、健康教育、病人回访；面向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残疾人、计生特
殊家庭等群体，落实看病就医相
关政策；面向妇幼群体，落实好产
检、“两癌”筛查、儿童疫苗接种等
免费项目，面向老年人，落实好高
龄补贴等。

压紧责任，签下“军令状”。
市、县卫生健康部门、各级各类医
疗卫生机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
第一责任人，树立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和结果导向，每年签订“军令
状”，将其作为绩效考核、干部提
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对名次下滑、
省市排名靠后的单位负责人进行

约谈。
综核名实，制度“三挂钩”。

加强考核奖惩，将满意度工作与
市直医疗卫生单位年度绩效考
核挂钩，与市直医疗卫生单位领
导班子年度考核挂钩，与县(市
区)科学发展综合考核挂钩，纳
入医疗机构评审评价等工作重
要内容。“全市卫生健康行业服
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对于改进
服务作风、维护患者权益、提升
行业形象意义重大，一定要抓好
主体责任落实，注重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积极培树良好职业道
德，不断提升医院诊疗水平，继
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
改善患者就医体验，以广大人民
群众对卫生健康工作的满意度
作 为 检 验 事 业 发 展 的‘ 试 金
石’。”聊城市纪委派驻第一纪检
组组长岳目最后强调。

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市
计划生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宋汝祥
主持会议。3名援鄂医务人员代表
作宣讲报告，弘扬抗疫精神，激励
担当作为。9个单位作交流发言，
立足生动实践，推进工作创新。

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聊城市卫生健康行业服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着力提升群众满意度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通讯员 金增秀

6月24日，聊城市卫生健康行业服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动员会议召开，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将从百姓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的问题入手，树
牢理念，落实措施，压紧责任，强化考核，努力把卫生健康各项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倾心打造人民满意的卫生健康事事业。

“卫生健康事业事关重大民生，事关人民群众福祉。开展卫生健康行业服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是时代要求、人心所向向、历史担当，是推进卫
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实现卫生健康工作目标任务的迫切需要，必须从政治和大局的高度，，抓实抓好抓出成效。”聊城
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魏天山开宗明义。

6月20日，高唐县姜店镇后
刘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挤满了
群众，大家围着长长的桌子，正
跟着“厨师”学包粽子。这些“厨
师”都是来自于聊城市高级财经
职业学校餐旅系的老师们。

去年6月，聊城市高级财经
职业学校与姜店镇后刘村结成
双联共建单位，派孙敬磊来村
当第一书记，从此，这个学校与
后刘村就紧密联系到一起。孙

书记驻村后，利用一个月时间，
把全村所有户都走了一个遍，
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民情。与村
干部一起商量规划村庄的发
展，倾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孙书记看到村里主干道硬
化了，可是小胡同还是泥土路，
遇到下雨，出门一脚泥，孙书记
将这件事汇报给了学校党委，
经学校领导研究，倾力解囊，又
帮着协调相关事宜，争取到财

政资金6 . 7万元，把全村所有胡
同进行了地面硬化(2675米)。疫
情期间，该校在自身防控物资
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委托孙书
记为村里带来60瓶消毒液和
600个口罩，一一分发给群众。

在双联共建的一年里，该校
先后四次深入到后刘村，听取村里
工作汇报，帮着村庄梳理发展思
路，解决实际问题，与村里的群众
促膝交谈，为村庄发展出谋划策。

校村双联共建，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俺帮
扶责任人这么挂着俺们，送了
粽子来，节日气氛马上就出来
了。”6月24日中午，在赵寨子镇
刘堂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周兰
英接过一大袋粽子高兴地说
到。100个粽子送到了5户贫困
户家中，这是镇帮扶责任人韩
霞趁着中午休息时间走访慰问

贫困户们，端午节来临，韩霞心
系贫困户，及时为他们送去了
端午传统美食粽子。

走访叙情中，帮扶责任人
韩霞详细了解这一周贫困群众
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况，关切
询问他们生活中急需解决的实
际困难，鼓励大家不断增强脱贫
致富的信心。在为贫困群众送去

粽子的同时，为确保脱贫攻坚工
作找对“贫根”，再一次对贫困户
信息、贫困属性、致贫原因等进
行核对。在确保百分百准确率的
基础上，根据贫困户实际情况，
对照教育扶贫、危房改造、医保
扶贫等政策，核对贫困户应该落
实的扶贫政策，确保贫困户对各
项政策应享尽享。

高唐县赵寨子镇：端午心系贫困户，送粽到家全是情

近日，在东阿县大桥镇赵
庄村，党支部书记赵学刚介绍，
村里刚刚成立了东阿榔榆老井
农作物种植合作社，与山东省
中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
合同。中振农业提供安全高效
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指导，以每
斤高于市场价5毛钱的价格收

购合作社的韭菜。此举解决了
种植技术和销售两个问题，村
民没了后顾之忧。

记者了解到，两年前，赵庄
村拆迁异地安置到大桥镇政府
驻地社区，经过集体商讨论证，
赵庄村决定利用拆迁复垦出来
的300亩土地种植绿色无公害

韭菜。赵学刚说，利用中振公司
的技术和安全的药物、肥料，从
源头保证韭菜品质。

东阿县大桥镇党委政府也
把全镇200万元扶贫资金整合
投入到赵庄村韭菜种植项目中
来，扶贫资金入股，产生的收益
给全镇贫困户分红。 (许银环)

韭菜种植项目带动贫困户稳定增收

为提高扶贫干部业务水
平，提升扶贫工作效率，扎实有
效推进脱贫攻坚工作，6月13
日，临清市按照分级组织实施
原则，组建八个业务培训组，以
镇(街道)为单位对16个镇(街道)
扶贫办全体成员、帮扶责任人、
村级扶贫专干开展了培训工
作。

临清市扶贫办的业务培训

人员对近期扶贫政策进行了解
读，同时对2020年上半年考核和
督查检查的要求和内容作具体
的分析和指导，对精准扶贫“回
头看”工作的主要内容、工作重
点、有关要求和具体操作规范
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会议要求，各镇街要高度
重视开展“回头看”工作，切实
履行主体责任，加强统筹协调，

精心组织，充分发挥村两委、驻
村干部、帮扶责任人的作用，调
动力量，抓紧时间，确保按时高
质量完成任务。

通过培训，进一步提升全
市脱贫攻坚工作人员的业务素
质和能力，达到压实工作责任、
熟悉政策业务、改进工作作风
的目的，有力地推动了临清市
精准扶贫工作。 (张博)

临清市开展脱贫攻坚业务培训工作

自从井底之蛙遇见小鸟之后，
便开始有了跳出井底的想法，它每
天很努力地练习跳高，在几个星期
后，它终于跳出了很高的井口，小
青蛙开心极了！

小青蛙站在井口，它感觉天地是
那么的宽广，一切也都是那么的新鲜，
小青蛙情不自禁地“呱呱”地叫了两声，
表达它的惊喜和激动。它望向四周，在
它的左边是一座儿童游乐园，它的右边
是一条大路，大路的尽头是一座植物
园，植物园的旁边还有一条小河。

小青蛙被孩童们的笑声吸引，
先跑到了儿童游乐园，它进去后，先
看到了跳跳床，一群孩子在上面嬉
笑，小青蛙心里特别高兴，在想：“这
不是专门为我量身定做的吗？还有
那么多的好朋友陪伴我一起玩，我
一定要让他们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边想边快步地跳了上去，正想给小
朋友们表演空中翻，没想到，它这一
跳，把跳跳床上的小朋友们给吓到
了，这些小朋友大哭起来，哭声惊动
了管理员，管理员连忙拿出一个大
网兜，追赶小青蛙，小青蛙害怕极了，
赶紧跳了下去，跑向了大路，马路上

车水马龙，小青蛙左躲右闪，还是差
点被快速的汽车轧到，小青蛙惊慌
失措，它逃似地跳向了小溪，小溪的
四周很优美，蓝蓝的天、青青的草、绿
绿的树，也没有什么危险，小青蛙终
于松了一口气，美滋滋地心想，这儿
的环境比我之前的家好很多啊！它
便在这住了下来。过了几个月，突然
有个中年人来到小河边，看到小青
蛙后，立刻笑了：“哈哈，这青蛙可真
漂亮！”小青蛙听到自己被赞美，心里
很得意，可没想到，那个中年人又说：

“这么好看的小青蛙，它的味道也应
该很好吧！”说着，便拿出一张网子，
小青蛙心里一惊，立刻跳出水面，拼
命往前跑，那个人穷追不舍，眼看就
要被捉住了。这时，小青蛙看到了以
前的家：那口它很想跳出来的井！小
青蛙想都没想，便跳了下去，那个人
找不到了小青蛙，就走了。

小青蛙坐在井底，望向唯一可
见的月亮，托着下巴，对月亮自言自
语地说：小鸟不是说外面特别好玩
吗？我为什么一出去就变得危险了
呢？我也想和他们成为好朋友啊！

(阳谷南街小学四年级 马云舒)

坐井观天(新篇)

东阿县铜城街道党工委成立
脱贫攻坚成效自检自查自改工作
领导专班，并由街道机关干部、各
级驻村第一书记、党建指导员、各
村党员干部组建脱贫攻坚党员先
锋队，实现了对全街道贫困户帮包
全覆盖。

先锋队主要以主题党日活动
为载体，逐步开展“党员+扶智扶

志”、“党员+示范带头”、“党员+产
业发展”、“党员+结对帮扶”、人居
环境整治、扶贫项目实施、扶贫政
策落实等脱贫攻坚行动。构建“一
日一查一通报”机制。通过每日晨
会随机抽签，分为两组下村遍访贫
困户，实地查看扶贫项目。聚焦问
题、靶向治疗，切实查缺补漏，全面
提升脱贫攻坚质量。 (许银环)

建强“党员先锋队”，充实脱贫攻坚力量

在脱贫攻坚中，东阿县注重教
育扶贫。关爱贫困学生，送教上门
暖人心。近日，东阿县第二中学扶
贫工作小组的老师们又一次来到
牛角店镇围子董村建档立卡户周
圣钰的家中送教上门。

周圣钰因身体原因不能到校
学习，老师们根据学校安排每周进

行一次上门指导学习。自去年秋季
开学以来，东阿县第二中学结合自
身实际，发动全体教师包联贫困学
生，深入开展送教上门活动，为建
档立卡残疾学生补课、和他们谈
心，通过帮学业、帮生活、帮志向等
措施，让贫困家庭的孩子们都能通
过努力学习改变人生。 (许银环)

关爱贫困学生，东阿送教上门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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