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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动态

问：哪些情况下暂时不能献血？
答：1.拔牙或其他小手术后未满半个月者。2.较大手术后未满半年

者，阑尾炎切除、疝气修补术、扁桃体手术未满三个月者。3.皮肤局限性
炎症愈合未满一周者，广泛性炎症愈合未满两周者。4.妇女月经前后三
天、妊娠期、流产后未满六个月、分娩及哺乳期未满一年者。5.感冒、急
性胃肠炎病愈未满一周者，急性泌尿系统感染病愈未满一个月者，肺炎病
愈未满三个月者。6.某些传染病，如痢疾病愈未满半年者，伤寒病愈未满
一年者，布氏杆菌病愈未满两年者，疟疾病愈未满三年者。7.近五年内输
注全血及血液成分者。8.皮肤局限性炎症愈合后未满一周者。9.上次献血
未满半年者。10.曾与易感经血传播疾病高危风险者发生性行为未满一年
者。11.曾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检疫传染病疫区或监测传染病疫
区旅行史，入境时间未满疾病最长潜伏期者。 （市中心血站供稿）提起“除皱针”、“瘦脸针”，很多

爱美人士大概很熟悉，而提起“肉毒
素”，不少人会吓一跳，其实，两者都
是同样的东西。那么，肉毒素是一种什
么东西呢？近日，记者采访了市中医院
皮肤科主任高歌，他就这个问题给大家
详细讲解了肉毒素已经在医学美容上发
挥的作用。

高歌说，肉毒素是由肉毒杆菌分泌
的一种细菌毒素，具有很强的神经毒
性。注射型肉毒素在我们国家已经将其
列入“毒麻药品”进行管理。

肉毒素为什么能“瘦脸”、“除皱”
呢？

肉毒素可以作用于运动神经的末
梢，阻止肌纤维收缩致使肌肉松弛。比
如，有些人两侧下颌骨突出，有种“方
脸”的感觉，但又不想做手术，还想有

一张瓜子脸，怎么办？这种情况下，我
们把肉毒素注射在咬肌附近，使其处于
一种松弛状态，给人最直接的视觉效果
就是脸变瘦了。

肉毒素除皱也是同样的原理。因为
它干扰了肌肉的运动，那么由于肌肉运
动产生的皱纹就会消失。比如，我们在
微笑时会产生皱纹，而使用肉毒素后这
种皱纹就不见了。

虽说肉毒素在医学美容界备受推
崇，但名字毕竟带有“毒素”二字，毕
竟是“毒麻”药品，安全性如何呢？

肉毒素是一种有毒物质，但被稀释
了 40 万倍后就变成了一种神奇的药
品，它在医学领域的正式名称是“注射
型A型肉毒素”，其在医生的掌控下使
用，安全性是有保障的，在临床上 30
余年的应用也证明了这一点。

注射型A型肉毒素除了“瘦脸”和
“除皱”这两大明星作用之外，还可以
用来面部提升，瘦肩瘦小腿，治手足多
汗、露齿笑及腋臭等。

高歌特别提醒，正是因为注射型A
型肉毒素在医学美容方面的显著作用，
也使得其应用领域出现了一些乱象。特
别是一些非专业机构更明显。

比如，由于注射型A型肉毒素价格
较贵，市场上就出现了一些仿制品，它
们会戴着“从特殊渠道进来的进口产
品”的帽子，而患者对这些黑作坊产品
是根本辨别不出来的。再如，一些使用
者会往药品里兑生理盐水，这种情况下
可不止是效果打折，生理盐水可使肉毒
素弥散失控，从而造成严重的不良后
果。

一般认为公立医院注射肉毒素安全

保障性好、价格较低且维权方便，但事
实上爱美人士还是去民营美容机构者居
多，为什么？

高歌说，这可能与公立医院宣传力
度不够有关。而一些非法的私人美容所
依靠使用来历不明的药物牟取暴利,在
肉毒素的贮藏、使用、管理上均有隐
患，贻害多多。所以高歌郑重提醒爱美
人士在做肉毒素治疗时一定要睁大双
眼，规范安全是首选，要到正规医疗机
构选择有经验的医生才靠谱。

近日，省中医药大学一附院脑外科专家司东明、睢县中医院医务人员在
睢县中医院运用飞利浦大型DSA血管造影机C型臂，成功为一患者实施了
脑血管造影术。术后患者康复状况良好。 沈亚利 摄

2018年，我市卫生计生工作重点确定——

奉上惠民红包 服务群众健康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傅 冬 咏）

2018年，与全市人民密切相关的健康
卫生问题，将有哪些新的改革和变
化？2月 7日，全市卫生计生工作会
议召开。今年我市卫生计生工作将履
行“两个责任”加强政风行风廉政建
设。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为动
力，以“马上办抓落实”推进工作机
制为保障，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
全周期的健康服务。重点要打好三大
攻坚战、实施四大工程、构建五大体
系、抓好六项实事。

打好三大攻坚战。一要坚决打好
深化医改攻坚战。6月底前全面推行

“两票制”，加快推进药品全流程改
革。要扩大薪酬制度改革试点，推进
编制人事制度改革。加快建立现代医
院管理制度。全面启动县域医共体建
设，持续完善“县带乡、乡管村、县
联市”的医疗协作模式。9月底前，
所有二级公立医院和政府办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全部参与医联体建设，市级
分别由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市中医院牵

头建成成效明显的医疗集团，县域内
依托县（区）人民医院建成有明显成
效的医共体。到 2020 年，全市形成
较为完整的医联体政策体系和考核评
价体系。力争 2018 年将困难群众和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签约服务在实现全
覆盖的基础上做精、做细、做实。二
要坚决打好健康扶贫攻坚战。10 月
底，贫困村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实现
全覆盖。大病集中救治要覆盖到所有
农村贫困人口。开展儿童白血病专项
救治工作。贫困人口门诊慢性病保障
病种要达到 15种以上，门诊重特大
疾病保障病种要增加到 25 种以上，
门诊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要达到 85%。
三要坚决打赢创建国家卫生城攻坚
战，全面启动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
作。2018年年底，睢县、梁园区、睢
阳区要通过省考评验收。推进省市级
卫生单位、卫生居民小区、卫生村镇
创建工作，确保完成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各项任务。

实施四大工程。要积极实施基层

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从 2018 年起，
利用三年时间完成乡、村两级医疗机
构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标准化建
设，促进基层“硬件”和“软件”双
提升，达到国家规定的建设标准和服
务功能标准。要积极实施基层卫生人
才工程。持续推进基层卫生“369人
才工程”建设。开展三级医院与贫困
县县级医院、县级医院与贫困乡镇卫
生院“等额对调式”支援帮扶。全面
开展乡村医生全员培训。要积极实施
高层次人才工程。借助我省加强高层
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机
遇，大力培养医疗卫生领域领军人
才，大力集聚省内外高层次人才。要
积极实施全民健康信息化工程。加快
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市
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体系，建成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

构建五大体系。要加强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建设。织牢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网，织牢重大疾病防控网，织牢慢
性病综合防控网，织牢居民健康教育

促进网，织牢卫生应急网。要继续加
快健康产业发展体系建设，要鼓励社
会资金举办康复、护理和健康养老等
健康服务机构。要持续推进依法行政
体系建设。要建立基层人员培训体
系。要筑牢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建
立完善的中医药教育和科技创新体
系，加快培育一批全省领先的重点专
科和优势学科。

抓好六项实事。要稳步推进区域
健康医疗中心建设。加强与省内外一
流医疗科研机构的战略合作，计划建
设省级重点学科 5个、省级重点培育
学科 3个、省级特色专科 3个，市级重
点学科 30个；全力打造市级脑卒中中
心、急救医疗中心、心理咨询治疗中心
和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要扎实做好“两筛”“两癌”普查工
作；要持续实施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
划。全力推进“三项活动”。开展卫
生厕所、健康食堂、暖心开水行动。
要推进计划生育工作转型服务；要建
立完善生育支持等家庭发展政策。

22月月88日日，，民权县卫计委组织县人民医院民权县卫计委组织县人民医院、、中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妇幼保健院、、疾控中心疾控中心、、城关镇卫生院等医疗保城关镇卫生院等医疗保
健机构健机构，，在逍遥苑广场开展了在逍遥苑广场开展了““健康民权健康民权、、共建共享共建共享””主题宣传月活动主题宣传月活动。。据统计据统计，，当天的活动共展出健康当天的活动共展出健康
知识展板知识展板1010块块，，设立健康知识咨询台设立健康知识咨询台1212个个，，免费体检群众免费体检群众200200余人次余人次，，发放宣传折页发放宣传折页25002500余份余份、、避孕药避孕药
具具600600余盒余盒、、围裙围裙500500余个余个，，活动深受群众的欢迎与好评活动深受群众的欢迎与好评。。 孙孙 琰琰 摄

本报讯（郑 莉）春节将至，为切实保障节
日期间食品安全，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严
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全县人
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进一步推动省
级食品安全县创建工作深入开展，近日，睢县
食药监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春节期间食品安
全专项整治行动。

本次专项整治以农村集贸市场、超市、宾
馆以及“小作坊”、“小摊点”、“小吃店”等重点
区域，对米、面、油、肉、蛋、奶、蔬菜、豆制品、水
产品、各类调味品、酒、饮料、糖果、保健食品、
各类散装食品等重点品种进行全面整治。深
入挖掘食品安全隐患，全面排查食品安全突出
问题，严厉惩处各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
全面提高该县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切实
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截至目前，该局共检查食品经营单位
670家次，检查餐饮服务单位 475家次，检查
小摊点、小吃店 339家次，检查小作坊 33家
次，抽检罐头、干鲜、白酒、肉及肉制品、奶及
奶制品等 100余批次，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150余份，立案查处食品违法行为案件5起。

睢县食药监局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确保春节食品安全

2月11日，睢县卫计委、计生协举办了“健康
睢县、共建共享”主题宣传月活动。活动共悬挂标
语横幅25条，展出宣传板面18块，发放宣传册500
余份，解答群众咨询 200 余人次，发放“定量油
壶、盐勺、盐罐”套装300套。 马 雷 翟 倩 摄

22月月77日日，，梁园区卫计委梁园区卫计委、计生协组织组织2020余名余名
党员志愿者在高铁广场开展党员志愿者在高铁广场开展““把健康带回家把健康带回家””流动流动
人口卫生计生关怀关爱主题宣传服务活动人口卫生计生关怀关爱主题宣传服务活动。。活动活动为为
广大旅客提供咨询引导广大旅客提供咨询引导、、手机充电手机充电、、失物招领失物招领、、热热
水供应水供应、、紧急药箱等便民服务紧急药箱等便民服务。。 秦秦 韬韬 摄

近日，虞城县卫计委对部分计划生育困难家
庭进行了慰问，共慰问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失独
家庭及独生子女伤残家庭20户，发放慰问金1万
元，使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切实感受到了党和政府
的关怀。 王凤玲 摄

注射肉毒素:安全要放在美丽之前选
选择规范机构,才能保证美容而不伤身

本报记者 宋云层

2月9日，市中心医院以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题，举办了2018年迎
新春联欢晚会。晚会本着医院职工自编、自导、自演的原则，分别用舞蹈、
诗朗诵、小品、旗袍秀、歌曲等形式展现医务人员的精神风貌，内容健康向
上，表演风趣幽默，精彩纷呈。 见习记者 傅冬咏 摄

市中心医院迎新晚会精彩纷呈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8年 2月 28日 10时至 2018年 3月 1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 （ 网 址 ： https://sf.taobao.com/sf_item/565088543402.htm?spm=
a213w.7398554.paiList.27.QNSVZU，户名：永城市人民法院 ),公开拍卖永
城市西城区工业东路路北商住房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
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梁法官 联系电话：15937026667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8年2月12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报讯（柳明扬）为进一步加强
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提高全
院干部职工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防范
能力，2月 7日，市中医院举办了消
防安全暨反恐、应急演练活动。医院
消防安全员和部分医护人员等近 100
人参加了演练活动。

当天下午 3时，现场指挥员一声
令下，演练正式开始。现场模拟一病
房发生火灾，值班护士发现后迅速按
下手动报警按钮并拨打消防中控室电
话报告火情。消防中控室接到报警
后，按照火灾应急处置程序联动相关
设备，调集人员，拨打 119报警。病
区医护人员迅速集合患者，引导并搀
扶患者沿疏散通道有序撤离，保安队
员采用担架四人一组将行动不便的患

者抬至安全集结地。消防安全员接到
指令后迅速赶到现场进行灭火。

此次演练按照医院反恐处突与疏
散逃生演练要求，模拟恐怖分子纵火
发生火灾，以火情报警、疏散逃生、
扑救火灾、医疗救援、反恐处突等内
容开展演练。整个演练历时 20余分
钟，演练过程按照预定程序快速有
序、配合流畅，顺利完成了整个病区
人员的安全撤离和灭火任务。

此次演练，进一步增强了该院
职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提高了扑救初
起火灾和疏散逃生能力，检验了消防
控制室的消防控制设备的联动能力，
确保发生火情时，工作人员能够熟练
掌握应急处置程序，最大限度保障患
者、职工的生命财产安全。

市中医院开展消防安全应急演练

脑血管造影术在睢县中医院成功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