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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彰显我市卫生健
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成就，近
日，由重报智库、上游新闻、
重庆电视台《喜闻乐健》栏
目、健康人报等媒体联合举
办的“健康70年——重庆健
康民生贡献力70品牌”寻找
与展示活动正式启动。

七大类别
等你申请

此次寻找与展示活动
主要面向各区县卫生健康
委（社发局、卫生计生局），
公共卫生单位、三甲医院、
大型医药生产（流通）企业，
区（县）人民医院、二级医疗
机构，中医院、中药饮片企
业、中药材种植基地，妇幼
保健院、妇女儿童医院，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民营医疗机构进行。

寻找与展示对象分为
七大类别，分别是重庆区
域医疗高质量发展管理服
务贡献力单位、重庆医疗
服务高质量发展贡献力单
位、重庆区域医疗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单位、重庆中

医药高质量发展贡献力单
位、重庆妇幼医疗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单位、重庆基
层医疗高质量发展贡献力
单位、重庆民营医疗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单位。各个
类别将评选出10家优秀单
位，相关单位可对应自身
属性进行申报。

这些评价标准
你符合吗

活动将重点考察申报
单位的健康服务能力、创新
举措、群众满意度等方面成
绩，具体评价标准为：在卫
生健康行业有文化底蕴，有
品牌美誉度，有较大的影响
力，社会认知度高，群众口
碑良好；在发展过程中健康
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实现了
单位的高质量发展，成效显
著，成绩突出；在发展过程
中有创新举措且成效显著，
有行业范例借鉴价值，具有
行业示范和推广意义；在服
务群众的过程中，群众有健
康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
感，群众满意度高。

王祥

市十三院关注老人舒缓照护

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世界
舒缓宁养日”。近日，重庆市第十三人民
医院开展了2019年“世界宁养日”义诊
宣传活动，医院肿瘤肾内科、医养结合
部、呼吸全科等科室20名医护人员参加
了此次活动。活动现场居民积极参与，
医务人员共服务200余人次，发放资料
400余份。 王祥

长寿区人民医院开展义诊

近日，长寿区人民医院组织医护人员
开展了“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活
动。医院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心血管内
科等科室专家参加义诊活动。本次活动
共接受咨询150余人次，测量血压78人
次，监测血糖42人次，发放健康资料1000
余份，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马成兵

渝西胸外学术交流会议举行

为推广胸外科微创领域的前沿和发
展，促进先进诊疗技术和经验的交流，近
日，由铜梁区人民医院举办的“渝西胸外学
术交流会”在该院召开。来自全重庆的胸
外科专家、学者齐聚一堂，针对肺癌、食管
癌手术的微创化、胸外手术麻醉以及临床
科研的开展进行深入探讨。 王祥

綦江区人民医院帮扶兄弟医院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深入推进
我市对贵阳市县级医院的帮扶工作，近
日，綦江区人民医院调研组前往贵阳市乌
当区人民医院开展帮扶调研工作。调研
组对乌当区人民医院进行现场调研，双方
就如何做好远程医疗合作、加强人才培养
等帮扶工作开展了深入交流。 王祥

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
举行健康讲座帮公交驾驶员减压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为帮
助驾驶员减压，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临
床心理科为两江新区公交车公司的驾驶
员举行了4场健康讲座。讲座从驾驶的

“三要素”出发，剖析驾驶过程中容易出现
的心理隐患，普及心理减压技巧，现场教
授全身肌肉放松训练，并引导驾驶员认识
自己的情绪及控制自己的情绪，掌握与特
殊乘客的沟通技巧。此次健康讲座让400
多名驾驶员受益。 马太超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艾
滋病抗病毒治疗医务人
员诊疗能力及艾滋病抗
病毒治疗质量，推动艾滋
病相关眼病基础与临床
诊疗的研究发展，近日，
2019 年全国艾滋病相关
眼病学习班暨重庆市艾
滋病诊疗学术年会在重

庆召开。全市各区县抗
病毒治疗定点医疗机构
等 54 家单位共计 100 余
人参会。

会议邀请了全国各地
艾滋病诊治领域、眼科领域
的知名专家进行授课。专
家们的报告精彩纷呈，对艾
滋病、艾滋病相关眼病方面

的学术问题进行了详细的
探讨。本次会议促进了全
市艾滋病防治事业的交流
与进步，丰富了医务人员艾
滋病诊疗知识与技术，对今
后我市艾防工作的稳步前
进及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邓嘉桂

10月 11日上午9时，重
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两
江院区呼吸科接到一例紧急
病例，来自贵州的1岁女婴肖
肖（化名）咳喘不断，并伴有发
烧症状，病症已持续了 17
天。在当地就医不见好转的
情况下，家长带着孩子来到重
医儿童医院就医。

经CT检查，肖肖为肺部
炎症和右主支气管堵塞，高度
怀疑气道异物。呼吸科随即
为其安排支气管镜探查及气
管异物取出手术。手术于晚
上7时左右成功结束，在小女
孩右主支气管取出若干煤块、
煤渣，其中较大两块面积分别
有 0.5×0.4 厘米和 0.4×0.3

厘米。
参与手术的护士长刘玉

琳提醒：家长要避免幼儿在吃
东西时哭闹、嬉笑、跑跳；不要
随意让小孩把小物件含在口
中玩耍；不要给幼儿吃豆子、
花生等不易嚼碎的食物；不要
让孩子躺在床上吃东西或者
含着食物睡觉。 王祥

重庆市第六人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 摄/徐亚男

“健康70年——重庆健康民生贡献力70品牌”寻找与展示活动启动
彰显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成就

活动共分4个阶段。鉴于重庆区
域跨度大，目前申报火爆，申报时间
进行了延迟调整：9月26日—11月10
日为申报推荐阶段，申报对象可填写
相关申报表和申报材料，于 11 月 10
日 17 时 30 分 前 发 至 组 委 会 邮 箱

657583555@qq.com。
11 月 11 日—11 月 30 日为点赞

宣传阶段，此阶段组委会将对申报
材料进行初选、网络点赞、媒体宣
传。12 月 1 日—12 月 5 日为专家评
审阶段，评审团将根据寻找标准及

点赞数进行综合评审，最终每个类
别遴选出 10 个贡献力品牌，评审结
果将在上游新闻上公示。公示期
结束后，预计于 12 月举行授牌盛
典。届时，相关媒体将对盛典进行
报道。

1岁女婴吞煤渣 儿童医院救了她 专业人士齐聚 共商“抗艾”大计

赶紧报名，报名时间延迟到11月10日

风湿疼痛科主任冷文飞带领医务人员查房

“这里痛不痛？这里呢？人放
松，放松。”10月10日，在垫江县中医
院风湿疼痛科一病区23床，科室主任
冷文飞正带领科室医务人员查房，并
仔细检查23床病人胡祥兰的身体情
况。胡祥兰说，10月9日她因腰痛住
进医院以来，医生和护士对她关怀备
至，病情也迅速得到了好转。“现在能
坐起来了，以前（住院前）坐都坐不
得。”胡祥兰一边说一边改变身体姿
势，从仰卧变成盘坐。

在垫江县中医院，像冷文飞这样
的专家还有不少，整个医院形成了实
力强大、结构优化的人才队伍。据了
解，1984年成立的垫江县中医院，如
今拥有高级职称129人，其中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2人，全国名老中医药
传承专家2人，重庆市名中医3人。
正是由于实力强劲的人才队伍支持
着垫江县中医院迈向高质量，着力打
造渝东北中医区域诊疗中心。

高质量人才队伍
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据了解，从1984年成立到现在，
虽然不过30多年历史，但垫江县中医
院却抢抓发展机遇，大力推进人才建
设，让医院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如
今，垫江县中医院已是一所集中医医
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于一体的西
南地区县域首家国家三级甲等中医
医院，也是国家及重庆市中医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是湖南中医药大
学、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院校的
教学医院。

“人才是第一资源，医院如果没
有人才资源，那都是空谈。”垫江县中
医院院长龚昌奇介绍说，医院特别重
视人才建设，并确定了“吸引人才、留
住人才、用活人才”原则。在吸引人
才方面，医院每年拿出30个左右编
制招录人才，并对高学历、高职称人
才提供有竞争力的待遇。留住人才
方面，医院选拔了大量有思路、有能
力、有创新的年轻人走上科室主任岗
位，目前，医院40岁以下的临床中干
占到了 58.41%，撑起了医院“半边
天”。用活人才方面，医院在各专科

大力培育学科带头人，培养出全国基
层名中医1人、市级名中医3人，风
湿、骨科、心脑血管、胸心外科、肺病
科、妇产科等专科学科带头人。

人才的支撑，使得医院的科室建
设取得了优异成绩。“我们有全国名
老中医药传承专家2人，重庆市名中
医 3 人，高级职称 129 人，硕士 70
人。在人才的支撑下，我们的科室建
设成绩斐然。”据龚昌奇介绍，如今，
医院的风湿病疼痛科是国家卫健委
中医临床重点专科，骨伤科、针灸理
疗科是国家中医特色专科，护理学、
心脑血管病科、耳鼻喉科、临床药学
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重点专科
协作组成员单位。目前，医院有重庆
市中医重点专科6个、重点培育学科
1个。

技术实力强劲之余，垫江县中医
院也特别注重服务能力和便民化建
设，医院通过信息化建设和智慧医院

建设，提升患者看病就医各个环节的
智能化水平，简化就医环节，真正让
老百姓看病体验更好、时间更少、效
果更佳。

深入基层
把健康扶贫落到实处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进入
脱贫攻坚决胜期，垫江县中医院举全
院之力，多措并举，保障健康扶贫工
作落到实处。

“叔叔，这是你的住院单。因为
你是建卡贫困户，可以先治疗后付
费。放心，你的自付比例也不会超过
10%。”据垫江县中医院党委书记张
治俊介绍，为落实好公立医院公益属
性，助力脱贫攻坚，医院出台健康扶
贫举措——凡是垫江县建卡贫困户
到医院就诊，可先诊疗后付费，并且
建卡贫困户住院费用的自付比例不

会超过10%。据了解，2018年，垫江
县中医院救治建卡贫困户共计995人
次，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共计1025
人次，医院垫支医疗费用共计127万
元。

除了在院内开展健康扶贫，从费
用方面给予贫困户以帮助，垫江县中
医院还积极组织医疗力量走向乡镇
和村社，为基层一线带去健康帮扶。
2018年，垫江县出台了《进一步推进
全县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
作的实施方案》，将全县建卡贫困户、
农村低保户、特困人员纳入了大病专
项救治对象。

为落实好《方案》精神，垫江县中
医院组织内科、外科、妇产科、肿瘤科
等科室专家，对各乡镇卫生院初筛的
专项救治大病进行复核，复核确定后
与专项救治大病患者签订“一帮一”
救助服务协议。作为大病种救治定
点医院，垫江县中医院帮扶人员还按

照健康扶贫医疗救助的统一安排，在
帮扶对象住院时进行走访，以及出院
以后进行回访，从而对其健康进行指
导。

“我们有160名中层干部，我们也
有160户住在农村的亲人。”据张治俊
介绍，为落实好帮扶政策，垫江县中
医院要求医院每名中层干部都对口
帮扶一户贫困户，在为他们提供健康
救助的基础上，还要帮贫困户脱贫提
供意见、协调资源。“现在我们的中层
干部每个月都会去对口帮扶的贫困
户家中一次，实时掌握贫困户的脱贫
动态，帮他们想办法、找路子、给帮
助。”张治俊说。

支部建在科室
党建引领医院高质量发展

今年国庆期间，虽然平时工作繁
忙，但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垫
江县中医院的群团组织仍然在医院
党委领导下，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庆祝
活动。

“做好医院党建工作，我们首先
强调的就是思想引领。”据张治俊介
绍，为更好发挥党建工作对医院发展
的引领作用，医院党委领导班子坚持
党委会前学习一小时制度，通过学习
党章党规和党的方针政策，统一思

想，凝聚力量。
与此同时，医院也大力推进基层

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把党支部建在科
室上。今年4月，医院党委对党支部
的设置进行了调整，并对支部班子进
行了改选，党支部由原来的7个调整
至8个；同时，选优配强了具有一定威
望和学术影响力的院内专家和内设
机构负责人担任支部书记。“科室主
任担任支部书记，可以加强支部的凝
聚力和提高支部成员的业务能力。”
张治俊介绍。

据了解，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和行风建设，垫江县中医院专门成立
了采购办，实行“采管分离”，将以往
由科室主导的采购统一交由采购办
进行招投标，这样就降低了中层干部
的廉政风险。

下一步，垫江县中医院党委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发进取、砥砺前
行，切实加强党对医院各项工作的全
面领导，努力把医院建设成为党建工
作扎实、中医特色突出、医疗技术精
湛、管理高效科学的中医区域医疗中
心，为营造医院良好政治生态、实现
高质量发展、助推健康中国战略的垫
江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马成兵 白宣

图片由垫江县中医院提供

强化人才支撑 打造区域诊疗中心垫江县中医院

开展健康扶贫义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