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穆军 视觉编辑 孙利 校对 黄忠敏

党报热线：18656110010

新闻热线：3053832

网 址：www.cnhbw.net

2019年2月12日
星期二

HuaibeiDaily

健康淮北公众视野
民生情怀

本报讯 热血暖相城，春
节保平安。 近日，36名志愿者
参与的杜集区段园镇集体献血
活动圆满落幕 ， 献血总量
13700毫升。 在全市广大无偿
献血志愿者的大力支持下，我
市春节备血工作顺利完成。

冬季尤其是春节期间，心
脑血管疾病、车祸等意外情况
多发，临床用血需求较大。 今
年春节前，受寒冷天气及各单
位、高校放假等影响，全市献血
人数骤降， 采血量明显下降。
为了避免往年“季节性用血紧
张”的情况出现，保障全市春节
期间临床用血的充足供应和储
备，市中心血站未雨绸缪、积极
应对，持续加大无偿献血的宣

传广度和深度，通过报纸、电视
等平台宣传无偿献血知识和先
进事迹，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
献血活动，大力推进街头流动

献血和团体招募献血协调发
展。

1月 28日至 30日， 濉溪
县百善镇群众充分发扬志愿互

助精神和博爱情怀，96名志愿
者献血 37200毫升；1月 17日
和 29日，濉溪县临涣镇连续发
起志愿者集体献血活动；1 月

31日，献血车停在杜集区段园
镇政府对面，36名志愿者集体
献血……同时， 市中心血站的
外采工作人员主动连续加班
15天， 经常早上五六点出门、
晚上九十点到家， 与广大无偿
献血志愿者携手备足春节全市
临床供血，书写着“淮北温度”。

我市平均每年有近 2万人
次参加无偿献血， 其中固定献
血志愿者有 8000余人，挽救了
无数危重患者的生命， 保障了
全市应对突发性灾难事故的血
液应急能力。 我市也连续五次
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荣
誉称号。 记者从市中心血站了
解到， 在全市广大无偿献血志
愿者的支持和帮助下， 我市连
续十余年实现临床用血 100%
来自无偿献血， 无偿献血工作
保持全省领先水平。

广大志愿者积极响应 工作人员持续加班加点

我市顺利完成春节临床备血工作
本报讯 去年以来， 我市卫生

监督执法工作聚焦群众关注的热点
难点， 集中力量开展整治医疗机构
违法执业、 打击非法美容等五项重
点工作， 不断提升卫生监督执法水
平，营造健康安全的社会环境。

各级卫生监督部门积极开展医
疗机构依法执业专项整治活动，监
督检查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医务人
员资质和规范执业情况， 对有不良
职业行为的医疗机构及人员记分
92条，立案处罚 54起。

针对非法医疗美容行为， 卫生
计生、公安、食药监、工商等 7部门
联合开展专项行动， 检查各类生活
美容机构 189家，医疗美容机构 12
家，取缔无证行医 3家机构，立案处
罚 8起，罚款金额 2.53万元。

学校卫生事关师生身体健康。
相关部门以学校生活饮用水、 传染
病管理、 教学生活设施卫生及学校

食堂情况等为重点， 对辖区内各学
校进行卫生与健康专项监督检查，
先后检查各级各类学校 94所，其中
高校 4 所、中学（含中职）22 所、小
学 47所、幼儿园 21所。

围绕农村供水安全， 相关部门
巡查 45家农村集中供水单位，检查
了供水设施数量及供水覆盖人口、
水源类型、 制水工艺、 消毒设施配
备、卫生许可证等情况，并建立监督
档案和巡查档案， 保障农民用水无
虞。

对医疗废物处置问题， 卫生监
督部门高度重视， 督促医疗机构全
面执行医疗废物处置登记管理制
度，统一规划设置 47个医疗废物暂
存点， 指定龙铁医疗废弃物集中处
置有限公司专门处置医疗废物。 同
时，开展医疗废物处置专项检查，实
行“处置单位、暂存点和医疗废物产
生单位”三联签和“零报告”制度，医
疗废物规范化处置实现全覆盖，获
国家卫生监督中心肯定。

本报讯 今年 1月 27日，是第
66届“世界防治麻风病日”，活动主
题为“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
为进一步消除麻风病危害，提升市
民防治麻风病意识，市卫计委、市疾
控中心等广泛开展各类主题宣传活
动，积极弘扬尊重和关爱麻风病患
者的良好社会风尚。

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
种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皮肤和周
围神经，未经治疗的麻风病人是唯
一的已知传染源。 麻风病的发病率
很低———现代医学证明，绝大多数
人对麻风杆菌有免疫力，即使被传
染也不会发病。 其早期症状主要表
现为皮肤上出现任何形式和颜色的
皮疹、浅色斑、局限性麻木、不出汗、
周围神经粗大等，如不早期发现和
及时治疗，病情拖延会出现眼睛失
明、面部畸形和手足残疾等。 据世
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新发现麻风
病例主要分布在印度、巴西、印度尼
西亚等国。 2011年，我国 11个部门

联合印发了 《全国消除麻风病危害
规划(2011-2020年)》，要求到 2020
年实现消除麻风病危害的目标，提
出全国麻风病患者数量较 2010 年
减少 50%，98%以上的县(市)麻风病
患病率控制在 l0万分之一以下，新
发现麻风病患者中 2级畸残者控制
在 20%以内。近年来，我国每年报告
新发现麻风病例均在 1000例以上，
大部分省份都有新发现麻风病例。

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在过
去的一年来，全市麻疹、风疹排除病
例 48例。 麻风病可以通过 “联合化
疗”治愈，治疗期间不需隔离，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是控制传染、预
防畸残，保护人群的最好办法。 目前
我国对麻风病实行免费诊断和治疗
政策， 为了鼓励发现麻风病患者，各
级政府实行报病奖励，中央财政给予
适当补助。 为了消除麻风病的危害，
减轻患者负担，民政等部门也提供必
要的医疗和生活救助等，齐心协力加
强宣传教育，增涨群众麻风病防治知
识， 消除社会对麻风病的歧视和偏
见，倡导尊重和关爱麻风病患者。

大年三十， 病房还住着
700余位患者。七天假期，入院
654人、出院 315人，门诊部共
接待患者 1.3万余人次， 急诊
部门诊治患者 1600余人、抢救
36人……

这个春节， 像往年一样，
市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依旧
坚守岗位，放弃与亲友相聚的
时光，只为守护群众的生命与
健康。 为了提供优质就诊服
务，假日期间，医院机关还选
派了 19名志愿者开展志愿服
务，让患者少排队、少等待、少
跑路。

春节，对急诊医生来说，意
味着工作强度更高、节奏更快。

7天，市人民医院 120紧急救援
中心共出车 557次， 诊治患者
1600余人、收治住院 160人、抢
救 36人、输液 753人次。 由于
患者较多， 多名医务人员坚持
带病工作， 只在稍稍空闲时为
自己做治疗， 三餐更是简单对
付几口。
儿科急诊一日病房内，到处

是生病的孩子和焦急的家长。春
节假期， 这里共接诊患儿 1680
余人次、输液 1440人次、雾化吸
入治疗 270人次、 收治住院 80
人、急救患儿 14人。 2月 9日凌
晨 1时，医护人员接连抢救了 3

名高热惊厥患儿。 抢救结束，细
心的护士发现， 因来得太急，一
位患儿的母亲仅着衬衣、 光着
脚，冻得瑟瑟发抖，又赶紧为她
找来棉衣、棉鞋穿上。 辛勤的付
出，换来的是患者家属衷心的感
谢与祝福。 截至发稿，儿科病房
尚有 80余名住院患儿， 始终保
持高负荷运转。
手术室是医生与病魔斗争的

“战场”。春节期间，市人民医院手
术室共完成手术 44例、急诊插管
10例，深静脉穿刺 6例。 年初三
晚，这里异常忙碌。值夜班的医务
人员刚刚接班， 就来了一例脑室

出血患者，病情危重，遂紧急做脑
室置管引流， 转入重症监护室做
进一步治疗； 一例伴有严重心脏
病的肠破裂老年患者危在旦夕，
麻醉科、普外科、心内科、重症监
护室多学科协作，予以紧急救治，
使其安全渡过手术这一关； 紧接
着， 急救中心送来一位坠落伤导
致脾破裂的 7岁儿童， 患儿腹腔
大量出血， 大家再一次投入到紧
张战斗中，紧急施脾脏修补术。当
把患儿安全送回病房时， 已经是
次日凌晨两点。

ICU重症监护室， 监护床
位全满， 新转入重症患者 10

人； 神经内科，60张病床全满，
始终处在加床状态； 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患者激增，医护人
员加班加点； 心血管内科一病
区，抢救重症患者 21人，成功
挽救 19 名患者的生命……节
日期间， 市人民医院的每一个
科室，都是忙碌的。后勤科室人
员也坚守岗位，为营造安全、有
序、 温馨的医疗环境提供坚实
保障。

猪年的第一个宝宝也是
人们关注的焦点。 大年初一，
零时 32 分，首个“佩奇”宝宝
诞生。 她是个女宝， 重 3070
克。 送母女出产房时，助产士
与这一家合影留念，并致以美
好祝福 : 新的一年，啥都“佩
奇”（配齐）！

日前，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公示全省首批健康小镇和健康
小镇创建单位名单， 烈山区烈
山健康小镇榜上有名。 此次烈
山健康小镇的入选有何重要意
义？ 烈山健康小镇的建设进展
如何？下一步有哪些新举措？近
日， 记者对烈山区卫计委相关
负责同志进行了专访。

烈山区卫计委相关负责同
志告诉记者， 健康小镇是以健
康元素和产业集聚为典型特
征，以健康与养老、旅游、运动
休闲、互联网、食品五大融合发

展为主体，以健康农业、健康制
造业、健康服务业为基本业态，
具有明确的产业定位、 完善的
社区功能的集聚发展区。 本次
公示全省首批健康小镇 29个，
健康小镇创建单位 20 个。 到
2020年，全省将建设 100个健
康产业特色鲜明的健康小镇。
此次入选， 对于我市充分发挥
好小镇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
打造健康产业新高地， 加快健
康产业和特色小镇建设步伐，
提升健康淮北新水平， 顺利实
现淮北转型崛起， 如期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烈山健康小镇坐落在“四
季榴园” 国家 4A级旅游风景
区内， 规划面积 3.33 平方公
里， 以健康农业———石榴种
植、加工为主导产业，石榴种
植面积达 8万余亩，年产石榴
8万吨，石榴加工产业自 2005
年发展起步并逐年壮大，已打
造成以生态养生、 运动休闲、
健康旅游、 中医药医疗保健、
健康管理为核心的一体化健
康服务产业， 形成了宜居、宜
业、宜养、宜游的健康服务业
集聚区，全区健康产业综合竞
争力持续提升。 截至目前，小
镇已建成幼儿园、小学、养老

院、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社区
卫生站、图书室、农民健身广
场， 均已投入使用并正常运
转，健康小镇客厅、石榴博物
馆、 四季榴园旅游服务中心、
生态停车场等已投入运营。 尤
其是辖区内坐落在国家级湿
地公园南湖风景区南部的静
安养亲苑， 是一所集医疗、康
复、预防保健、养老护理等为
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机构，占地
1.9 亩，建筑面积 1000 余平方
米，设备先进，服务一流，已经
吸引了来自南京、合肥、蚌埠
等地的老年人前来养老度假。

谈及下一步的发展，该负

责人表示， 将坚持以健康农
业、健康旅游、健康养老服务
为产业发展体系，以医疗保健
服务和健康管理为支撑，以健
康食品制造、 绿色食品加工、
文化创意、运动休闲等为配套
产业，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和
引进人才力度， 完善小镇道
路、绿化、亮化、给排水、强弱
电工程等基础配套设施，吸引
全国各地的优质企业入驻，同
时，走新型农业产业化经营道
路，拓展延伸产业链条，加快
绿色石榴产业发展步伐，最终
实现健康小镇的健康、可持续
发展。

本报讯 近日， 濉溪县乡村医
养结合 PPP 项目成立项目公司签
约仪式在濉溪县建投公司举行。

医养结合主要是指医疗资源
与养老资源相结合， 实现社会资
源利用最大化。 濉溪县乡村医养
结合 PPP 项目， 旨在统筹城乡卫
生资源配置，推进县、镇、村三级
医疗卫生机构规范化标准化建
设， 健全城乡医疗卫生及养老服
务体系 。 据悉 ， 该项目总投资
3.7522 亿元，集医疗、康复、养生、
养老等为一体， 把生活照料和康

复关怀融为一体， 把老年人健康
医疗服务放在首要位置， 解决濉
溪县现阶段及未来社会养老需
求， 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得较好的
医疗卫生及养老服务， 为濉溪县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卫生保障。

此次签约仪式的举行， 标志着
濉溪县医养结合项目进入了实施阶
段。 濉溪县卫计委表示将做好项目
服务指导工作， 濉溪县建投公司将
全力以赴，不遗余力推进工作落实，
项目方将固定项目经理、 固定业务
技术指导人员，按照时间节点，保质
保量完成工程任务， 做到让群众满
意、让患者满意。

本报讯 经全体医务人员精心
救治，日前，淮北矿工总医院儿科重
症监护室收治的首名患儿已顺利出
院。

据了解， 这名收治的患儿于 1
月 12日中午到院， 为支气管肺炎
（重症），入院时病情十分危重。科室
当即开启高危急救绿色通道， 转入
儿科重症监护室； 护士团队迅速组

织人员进行正压供氧，吸痰，输液，
心电监护等紧急救治。 1月 18日患
儿病情好转， 由重症监护室转入儿
科普通病房继续治疗， 生命体征平
稳后出院。

淮北矿工总医院集团儿科重症
监护室于 1月 11日正式开科，监护
室配有病床 8张，抢救药品、物品及
呼吸机等急救设备齐全。 主要救治
重症肺炎，呼吸衰竭、心力衰竭、肾
功能衰竭等急危重症患儿。

我市聚焦五项重点
强化卫生监督执法

提升群众防治意识 倡导尊重关爱患者

我市积极开展防治麻风病宣传

濉溪县乡村医养结合项目
进入实施阶段

淮北矿工总医院开设儿科重症监护室

儿科救治力全面升级

加快健康产业发展 推进健康淮北建设
———烈山区全力打造“烈山健康小镇”

志愿者们踊跃献血。

年三十晚上，市人民医院儿科病房内，医生为患儿检查身体。

相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大年三十坚守在

岗位。 ■摄影 通讯员 杨梅

辞旧岁、迎新年。 春节期间，我市广大医务工作者放弃与家人团聚，一如既
往地默默坚守在一线岗位上，用爱心和奉献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春节我在岗

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节日坚守岗位

守护群众生命与健康

春节期间，市中医医院患者和医务人员

一起包饺子。 ■摄影 通讯员 李春辉

■首席记者 肖干

通讯员 李新颖 摄影报道

■记者 方芳 通讯员 李骏

■记者 陈洪

■记者 韩惠 通讯员 丁婷婷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段红奎

■首席记者 肖干 通讯员 徐艳丽

■记者 韩惠 通讯员 梁仓 刘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