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李月超）为认真做好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大排查大督
查实地督查阶段的各项准备工作，增强实地督查工作的针对性和
时效性，近日，市食药监局召开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大排查大督查
培训暨工作推进会。

按照《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大排查大督查实施方案》安排，8月
28日至9月15日为实地督查阶段，市局成立5个督导小组，从8月
30日起，全面深入各县（区）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进行督导检
查，详细了解掌握各县（区）局（办）年度工作任务进展情况，
督查监管任务落实、风险隐患排查化解、案件查办督办等情况，
帮助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履职尽责，促进监管工作提升。

会议要求，一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一方面要深刻认识此
次大排查大督查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以认真负责
的态度做好督查工作；另一方面，要以这次督查为契机，紧盯省
局安排的重点工作任务，督促市（区）局（办）加快进度，全面
完成工作目标，努力提升全市食品药品监管水平。二要真督实
查，重在整改。各督查组要围绕方案中列出的十个方面内容、共
性问题清单、个性问题清单、案件线索，逐一对单督查，通过听
取汇报、实地检查、暗访检查等方法，详细了解各项工作进度和
自查排查、整改提升情况。三要及时总结，做好汇报。实地督查
结束后，各督查组要对督查情况及时汇总，形成整体督查情况报
告，同时对各县（区）局（办）分别形成单独的督查报告，对十
项督查内容、35项共性问题及涉及当地的个性问题等情况，分门
别类地进行梳理评价，指出其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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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宋玉梅）“以前做一次四维
彩超得 200 多元，好多孕妇都不舍得检
查，现在政策好了，政府给免费检查，真
是赶上好时候了。”8月 30日，在虞城县
妇幼保健院彩超室门口，刚做完四维彩超
的虞城县杜集镇杨庄村孕妇焦松梅高兴地
说。

焦松梅所说的免费做四维彩超是虞城
县今年开展的免费预防出生缺陷产前筛查
和 新 生 儿 疾 病 筛 查 （以 下 简 称 “ 两
筛”），“两筛”工作是河南省 2017年十
件重点民生实事之一。此次筛查采取的是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在全县范围内免
费对早中期孕产妇开展一次血清学筛查和
一次四维彩色超声筛查，对新生儿开展苯

丙酮尿症、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和听
力筛查服务。免费服务对象为：夫妇双方
至少一方具有虞城县户籍或夫妇双方非虞
城县户籍但女方至少在虞城县居住 6个月
以上的孕产妇、新生儿。明确了县妇幼保
健院承担产前筛查和新生儿苯丙酮尿症、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和听力筛查任
务，全县各母婴保健技术服务单位承担新
生儿苯丙酮尿症、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
症和听力筛查任务。

为加强对免费筛查工作的领导，虞城
县成立了由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任组长，县
妇儿工委、县妇联、县卫计委、县财政
局、县发改委、县残联负责人任副组长和
相关单位分管领导任成员的领导小组，明

确了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制订印发了
《虞城县免费开展预防出生缺陷产前筛查
和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实施方案》和技术
方案，先后召开虞城县免费开展产前筛查
和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会、协调会 3次，
安排“两筛”工作。

为使“两筛”民事工程做到家喻户
晓，该县加大了宣传力度。县卫计委梳理
筛查工作的各项流程、筛查内容、服务对
象、筛查机构、报销方法等各项工作问
题，编印宣传服务手册，发放至各乡镇、
各单位、各村卫生室。县妇联、县卫计
委、各医疗服务机构利用集中宣传、微信
公众号、微信、LED屏、宣传折页等多种
形式进行宣传发动，确保每一位孕产妇和

家属都了解预防出生缺陷知识和政策，使
每一位孕产妇和新生儿都能享受到“两
筛”优惠政策。

截至目前，该县已完成产前血清学筛
查 500例，产前四维彩超筛查 146例，新
生儿“两病”筛查 2992例，新生儿听力
筛查2040例。

9月 5日，市民生实事督导组对该县
免费“两筛”工作进行了督导，通过听取
汇报和实地查看，督导组对该县的免费

“两筛”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虞城县免费‘两筛’工作开展得扎

实有效，切实维护了广大妇女儿童的身体
健康，使民生工程真正惠及民生。”市督
导组组长、市妇联副主席许晗静说。

本报讯（宋玉梅）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
和精准扶贫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树立卫生计生系统良好形象，9月
9日，虞城县卫计委在城区两河口公园开展了“服务百姓健康行
动”大型义诊活动，拉开了“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活动
周序幕。

活动当天，县卫计委组织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
院、疾控中心、公疗医院、指导站、药具站等 7家单位，派出 30
多名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中医等专家和医务人员开展了现
场义诊。各单位诊台前群众迫切地问诊，专家们耐心细致地解
答、开方、发放宣传单，现场的氛围亲切而热烈。

据统计，现场共为群众提供医疗咨询、诊疗服务400人次，悬
挂横幅 2条，设置宣传展板 10块，发放健康知识宣传册、页共计
2000份，发放避孕药具200盒，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虞城启动大型义诊活动周

●9月7日，市民生实事督查组一行到梁园区督查指导免费开
展预防出生缺陷免费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 （简称“两
筛”）。督导组对该区“两筛”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领导重
视、管理规范，宣传到位，工作扎实。同时，对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提出针对性、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董献华）

●近日，市长征人民医院召开了落实免费筛查民生实事工作
专题会。会议对下一步免费筛查民生实事工作提出了要求。一是
提高认识，确保免费筛查民生实事工作落实好；二是加强领导，
健全机制，确保免费筛查民生实事工作顺利开展；三是加强协
调，强化措施，确保工作规范有序展开。 （常 静）

●近日，夏邑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召开如何做好卫生计生监督
执法工作中的风险防范讨论会。会议总结执法工作中的风险，讨
论了以后工作的方向，为下半年工作的推进提供了经验交流和方
法借鉴，为全年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杨 斌）

简 讯

截至目前，已完成产前血清学筛查500例，产前四维彩超筛查146例，新生儿
“两病”筛查2992例，新生儿听力筛查2040例——

虞城免费“两筛”惠及妇幼健康

9月11日，外国患者阿依拉经虞城县人民医院治疗腰痛康复
后，对该院专业的技术和精心服务竖起大拇指。8月27日，塔吉
克斯坦患者阿依拉慕名来到虞城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过会诊
后，该院当晚为他成功施行了“腰 3/4、4/5椎间盘突出射频消
融+神经阻滞+臭氧介入”治疗，治疗后辅以局部理疗，对症及
支持治疗，一周后患者正常下床活动疼痛完全消失。 卢幸丽 摄

外国患者跨国慕名求医

我市推进食药安全大排查大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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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名普通的护士，始终坚
持“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用心工
作、用爱护理，不断加强业务知识

的学习和专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树立了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敬业奉献精神。她也是一名优秀的护士，先后获市“巾帼
建功标兵”“五一劳动奖章”。多次被医院评为“优秀共青
团员”“优秀护士”“先进工作者”“工会先进个人”“巾帼
建功标兵”等。她就是市中医院脑病康复科护士长李冬华。

李冬华始终秉承用爱护理，每天都会带着最美丽的微
笑、用最亲切的语言关怀每一位患者。多年来，她一直坚
持上班前先到病房向每一位患者问好，下班前，她会到病
房看看患者，与他们道别。几句简单的问候，举手之劳的
帮助，拉近了与病人之间的距离，也在护患之间架起了一
座座信任的桥梁。

俗话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脑病康复科的患者普
遍年龄偏大，住院周期长，有的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家属
床旁守护。而且，“中风”的患者大多数脾气暴躁，家属不
仅要床旁尽心照顾，还要忍受患者的辱骂和刁难，有的家
庭条件不是很富裕，还要为住院费发愁；有的患者家属是
独生子女，上有老下有小，还要挣钱养家；有的家属不仅
要照顾住院的父亲，还要照顾老年痴呆的母亲。针对这种
情况，李冬华积极在科内开展了“四卡一送”优质护理服
务和感动服务，鼓励护士与患者和家属多接触、多交流，
主张医患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帮助。遇到事情时，她始终
能坚持站在患者的立场去思考问题，极大地和谐了医患关
系，促进了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李冬华钻研业务，重视护理实践，注重知识的融会贯
通、学以致用，尽力把学到的新理论、新观念、新技术及
时运用到护理工作的具体实践中，改进工作方法和服务态
度，追求技术上的精益求精。科室成立之初，科内共有护
理人员8名，除了护士长是护师外，其余均是护士，工龄不
到 1年的有 4名，不超过 2年的有 3名，她们普遍存在着理
论知识不扎实，操作不熟练、不规范，临床经验缺乏，安
全意识淡薄等特点。为了使工作尽快走上正轨，李冬华四
天三夜不回家，吃住在科室。通过手把手教，严格考核，
现在科内每位护士不仅能独挡一面，还多次在省、市、院
级组织的技能操作比赛中获奖，她们的护理工作得到了患
者、家属、领导、同事的认可与赞扬，科室也多次被评为

“先进科室”“先进质控科室”，还被省卫计委授予“中原健
康先锋岗”这一光荣称号。

大医精诚，大爱无声。李冬华护士长常常对科内护士
说，我们应该用亲切的话语安慰患者的焦躁，用娴熟的技
术为他们打针输液，用耐心的态度解答他们的问题，用真
诚的心灵理解家属的误会。从业19年，李冬华用自己的身
体力行诠释着白衣天使的内涵，用心做事、低调做人，把
健康、快乐奉献给别人，把疲劳、苦累留给自己，在这个
没有硝烟的战场之上，每天每天，她都把简单和平凡演绎
成无数个精彩。

李 冬
华，脑病
康复科护
士长，主
管 护 师 ，
硕士研究
生 学 历 ，
具有丰富
的临床护
理 经 验 ，
注重护理

技能操作的规范化、程序化、实
用性和灵活性，提倡护理教学与
临床实践相结合。市“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曾在河南省中医
医院感染管理岗位护理技能竞赛
中获一等奖、在省教育系统优质
课教学评选中所讲“单人徒手心
肺复苏术”获一等奖。

人物名片

图①① 99月月88日日，，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市中心医院医护人
员为群众讲解心肺复苏注意事项员为群众讲解心肺复苏注意事项。。当当
天天，，市中心医院与市红十字会联合举办市中心医院与市红十字会联合举办
了第了第 1818 个个““世界急救日世界急救日””公益宣传活公益宣传活
动动。。活动现场活动现场，，通过悬挂横幅通过悬挂横幅、、摆放摆放知知
识展板识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现场咨询、、救救
护技能演示等多种形式宣传应急救护知护技能演示等多种形式宣传应急救护知
识识，，并开展为市民免费测血糖并开展为市民免费测血糖、、量血压量血压
等便民服等便民服务活动务活动。。 席席 军军 摄

图②② 99 月月 1111 日日，，民权县中医院妇民权县中医院妇
产科护士长郭美玲在向群众宣传新生儿产科护士长郭美玲在向群众宣传新生儿
苯丙酮尿症苯丙酮尿症 （（PKUPKU）、）、先天性甲状腺功先天性甲状腺功
能减低症能减低症 （（CHCH）） 和听力筛查相关知和听力筛查相关知
识识。。据悉据悉，，免费新生儿疾病筛查是免费新生儿疾病筛查是20172017
年河南省十件重点民生实事之一年河南省十件重点民生实事之一。。目目
前前，，全县已有全县已有 23002300 多例新生儿享受到多例新生儿享受到
了此项免费服务了此项免费服务。。 孙孙 琰琰 康雪梅康雪梅 摄

图③③ 近日，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
专家团队到虞城县谷熟镇李苟庄村进行
健康义诊活动。免费为村民测量血压、
医疗咨询，进行健康教育、健康体检，
对重点人群建立健康档案，分类指导，
实施精准医疗服务。 黄子茜 摄

本报讯（实习生 黄子茜 通讯
员 马 雷 徐晓辉）为保障计划生
育家庭特别是计划生育特困家庭
成员的身体健康，近日，睢县在开
展家庭医生健康签约服务中，坚持
三个结合，让计划生育家庭得到更
高效、更便捷的优质服务。

签约服务与宣传政策相结
合。乡镇卫生院签约医生和村医
入户签约时，携带健康知识手
册，健康扶贫政策宣传手册、折
页等，向计生家庭普及常见病防
治、优生优育、生殖保健、防服

减保和“两免四提一降一补”优
惠政策等知识，提高广大计生家
庭对卫生计生政策的知晓率。

签约服务与履约服务相结
合。医生入户签约时，除了填写
协议外，还为服务对象测量血
压、血糖，免费送降压、降糖药
品，并为他们讲解养生保健知识。

签约服务与帮扶救助相结
合。在签约服务中，对于计划生
育特困家庭，签约团队还为他们
送去面粉、米、食用油等生活用
品，帮助打扫庭院卫生，以实际

行动帮助计生困难家庭，使他们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目前，全县共有计划生育家
庭签约对象 3699人，其中18周岁
以下农村户口、18周岁以下独生
子女家庭签约 869 人，城镇独生
子女父母（60周岁以上）奖励扶
助家庭签约 64人，商丘市农村户
口 46—59周岁计生女孩奖励扶助
家庭签约 696 人，农村部分计划
生育奖励扶助家庭签约 1953 人，
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家庭签约 87
人，生育关怀家庭17人。

睢县“三结合”做好签约服务

签约家庭医生签约家庭医生 健康更有保障健康更有保障

本报讯（实习生 黄子茜 通
讯员 秦 韬） 今年以来，梁园区
卫计委、计生协在建立计生特殊
家庭联系人制度的基础上，为全
区所有计生特殊家庭提供“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建立诊疗“绿色
通道”，使计生特殊家庭获得更加
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据该区卫计委工作人员介
绍，计生特殊家庭是指独生子女
发生伤残或死亡、未再生育或收
养子女的家庭。在今年开展的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中，计生特
殊家庭可免费签约一个家庭医生
团队，优先享受该区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政策中的所有内容。计生
特殊家庭成员享受家庭医生提供
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指
导，并且免费获得健康咨询服务；
65岁以上的特殊家庭老人还享受
血常规、尿常规、胸部透视、肝、肾
等项目服务，特殊体质人群享受建
立中医诊疗健康档案；计生特殊家
庭在预约就诊、检查、住院时均享

受优先服务。针对每位计生特殊
家庭患者的疾病类型、健康状况、
精神状况，签约医生将出具个性化
健康处方，并指导做好保健、康
复等工作，指导计生特殊家庭掌
握基本的生活护理、饮食护理和
心理疏导的方式方法。

目前，梁园区已为225名计生
特殊家庭对象提供了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计生特殊家庭签约率达
100%，实现了特殊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全覆盖。

①①

③③

问：捐献300或400毫升血量是如何确定的？
答：经体检合格后，医生根据献血者身体综合素质

和献血者自愿决定的，如体重、年龄、工作性质、心理
承受能力等多种因素决定。 （市中心血站供稿）

本报讯（杜志翔） 9月 8日，梁园区举办老年护理技能竞赛，
区属20所医疗机构经过单位初赛选拔出44名选手参加区级竞赛。

竞赛分为笔试和技能操作两个环节，笔试阶段，所有选手在
60分钟内，独自完成 100道题；技能操作阶段，参赛选手紧紧围
绕“协助老人翻身及有效咳痰”的模块内容，一丝不苟地进行操
作。5名评委严格对照评分标准进行细致考核，从操作技能的熟练
程度、与患者的沟通交流、人文关怀以及应急反应能力等多个方
面，对每位选手作相应的评分。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市第三人民
医院的张晓洁获得区直医疗机构竞赛一等奖；东风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周娜获得基层医疗机构竞赛一等奖。

此次老年护理技能比赛，充分展现了该区护理工作者对工作
的热忱，对业务的精益求精，以及对患者生命的高度负责的敬业
精神。各参赛单位的选手通过观摩和比赛，纷纷表示，在以后工
作中，将进一步努力提升自身职业道德素养和岗位创新能力，进
一步提高护理工作质量，更好地服务患者，保障患者生命安全。

梁园区举办老年护理技能竞赛

②②

梁园区计生特殊家庭全面享受签约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