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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 里的
爱国卫生运动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在春回大地的日子里，爱国卫生运动也悄悄地迈开了行动的步伐。今年

上海的爱国卫生月活动有点不一样，时间跨度从往年的1个月（4月）增加到了2个月（3月15日—5

月15日），爱国卫生运动真正成为了春天里的行动。

为全面推进“健康金山”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今年的“春季爱国卫生运动暨第31个爱国卫生月活动”主

要有城乡环境改善行动、防蚊灭鼠集中行动、健康素养提升行动三大行动，截止4月15日，全区共有94个行政村参与

农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开展农户整治5704户，出动专业队伍3008人次，清除垃圾2177吨，清除卫生死角579个，共有

7500余人次参加了爱国卫生义务劳动。

为紧扣我区乡村振兴、城乡环境卫生整治行动的目标

任务，树立小环境，大健康的理念，各街镇（金山工业区）聚

焦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急需解决的环境卫生

难题，广泛动员相关职能部门和志愿者，开展了“清扫家

园”行动，并进一步引导全区居村民群众养成健康文明卫

生的生活习惯，推广垃圾分类做法，倡导落实门前责任制。
以第 31个爱国卫生月和第二十九届

上海市健康教育周活动为载体，通过发

倡议书、板报比赛、健康大讲堂等活动。

深入开展健康素养提升行动，营造健康

支持性环境和氛围，帮助市民提高健康

意识、养成健康行为，不断提升居民群众

的健康素养水平。

春天

清洁环境

除害防病
针对气候转暖、病媒生物进入孳生繁殖活跃时期的季节特性，进一步强化病媒生物预防性控制工作，结合环境卫生整治，组

织开展春季灭鼠和早春蚊虫消杀工作，开展地下易积水空间投药，完成捕蝇笼、毒鼠盒等防制设施设置工作，夯实流行性出血行性出血

热、登革热等媒介传染病的防控基础。

健康生活

布置防鼠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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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卫健工作党委、区卫健委、
区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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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10 日，上海市卫生

健康委专家组一行对我区 2018 年社

区卫生服务综合评价（优质服务基

层行）进行现场复核，并得到专家组

的充分肯定。

自 2015 年以来，上海市社区卫

生服务综合评价工作每年开展，其

主要目的就是评价社区卫生服务发

展情况，推进社区卫生科学化、精细

化管理，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

便、价廉的社区卫生服务。结合国

家卫生健康委“优质服务基层行”

活动精神与要求，今年上海市社区

卫生服务综合评价体系进行优化，

形成了“优质服务基层行”“国家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满意度测评”等

评价体系，使基层“干有目标、建有

标准”。

通过 2018 年度金山区社区卫生

服务综合评价（优质服务基层行）开

展情况，我区在持续高效实施国家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的基础上，2018年我区社区卫生工作

在每万服务人口全科医生数、在职卫

技人员中高级职称及学历层次、家庭

医生签约覆盖率、抗生素及静脉点滴

处方比例等工作指标中，均有着明显

的进步与发展。

筑牢服务网底。通过“健康金

山”2030、医疗卫生机构设置规划

（2017—2035 年）等规划的实施，我

区基层卫生服务网络不断优化升

级。2018 年，我区共有 11 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5 个分中心、121 家村卫

生室、11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47 个健

康驿站，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区、居民

步行 15 分钟可及的社区卫生服务网

络。

提高软性实力。针对社区卫生

人才队伍建设，金山区卫生健康委

打出了解决基层卫生人才问题的组

合拳。在区第十周期卫生系统优秀

人才队伍中，社区卫生人才占比

25%；11 家社区共有 22 个项目入选

“PSBH”项目。实施“5+3”全科医

师、“3+2”乡村医生培养政策，做好

基层卫生人才培养。招募 101 名家

庭医生助理，提高签约服务实效。

提升服务能级。开展“1+2+X”

项目，推进适宜技术在基层的应

用。构建以家庭医生为核心的新

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进“长处

方”“延伸处方”等惠民政策，推动

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加强检验、影

像、病理等 5 个集约化诊断中心建

设，推动诊断信息数据的集约共

享。实施腹透关爱、全程健康管

理、智慧健康小屋等实事项目，拓

展服务内涵。

金山区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社区卫生服务综合评价是

“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重要载体，

是持续提升服务能力和改进服务

质量的关键环节，是满足广大群众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具体措

施，是促进基层卫生发展的关键一

招。我区基层卫生工作重点将着

力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改进医

疗卫生服务质量、优化诊疗流程、

改善群众就医体验。

吟唱一首生命赞歌 以金山卫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爱的

港湾”服务团队原型

打造，由上海戏剧学

院、中共金山区委宣

传部、上海上艺戏剧

社共同出品的原创话

剧《生命行歌》 ，来到

创作地金山献演。4

月2日下午，区卫生健

康系统的职工、中心

安宁疗护医护人员及

志愿者代表受邀前往

观看。该剧不仅是上

海国际艺术节的参演

剧目，作为全国优秀

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

品为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献礼，还走上了北

京 国 家 大 剧 院 的 舞

台。

本报讯 4 月 3 日，市卫健委职业

健康处处长梅灿华一行来区卫健委

调研职业健康监管职能转接后的相

关工作。

区卫健委副主任陈小丽介绍了区

卫健委关于职业健康监管职能划转后

与区相关部门的对接情况。随后，区

卫计委监督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负责领导分别对目前工作交接过程中

及今后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进行了

汇报。在座谈中，梅灿华处长对提出

的问题给予了一一回应，并对下阶段

工作提出了指导和建议。最后，区卫

健委主任吴靖平对区应急管理局在本

次职业健康监管职能交接过程中给予

的鼎力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市卫健委

职业健康处尽早明确工作职能和内容

以便区级层面的工作顺利开展。

区卫生健康委召开2019年度
精神文明建设暨政风行风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4 月 15 日，区卫健委机

关党支部组织机关党员开展“懂全

局、走在前、作表率”专题组织会。

党员们以党小组活动的形式，围

绕“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如何面对岗

位变动、职务调整等进退留转问题”

“在生活垃圾分类新时尚中，如何争

做低碳环保、绿色发展的宣传员和践

行者”开展讨论交流。

作为党员要带头拥护改革，面对

个人岗位和职权变动中的“上下、进退、

得失”等问题，要服从组织安排，维护安

定团结；要踏实做好本职工作，确保卫

生健康工作有序开展；要加强学习，不

断增强新形势下的开展工作的能力。

在垃圾分类工作中，党员也要走在前，

通过自身行动影响家人、带动周围人，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和目标达成。

本报讯 4 月 4 日，区卫健委机关

党支部组织全体机关党员、入党申请

人前往金山烈士陵园开展“缅怀先烈·
不忘初心”清明祭扫主题党日活动。

全体党员肃立在纪念碑前，通过

敬献花圈、默哀缅怀烈士等形式表达对

烈士的哀思与崇敬。随后，全体党员还

参观了改建后的金山烈士纪念馆。

通过本次祭扫活动，激发全体党

员学习继承革命先烈不畏艰难、艰苦

朴素的作风，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

进而为贯彻落实“两区一堡”战略定

位，全面实现“三区”“五地”作出自己

的贡献。

我区不断推进“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

着眼基层卫生健康 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市卫健委职业健康处来金调研

本报讯 4 月 8 日，区卫生健康委

召开 2019 年度精神文明建设暨政风

行风工作推进会。会议由区卫健工

作党委副书记、卫健委主任吴靖平主

持。

会上，区卫健工作党委书记孙群

荣对 2018 年度卫健系统精神文明建

设、政风行风建设和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

同时围绕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提升窗

口服务满意度，推进“健康金山”战略

等中心工作提出要求，一是提高站

位，充分认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政

风行风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二是

突出重点，切实提升精神文明建设和

政风行风建设的水平和实效。

吴靖平就如何贯彻落实本次会

议精神提出要求，要求各相关职能科

室、各基层单位要统一思想，尽快部

署；对照要求，狠抓落实；落实责任，

守土有责，全面推进卫生健康系统精

神文明建设和政风行风建设，全面落

实参与上海市文明行业和全国文明

城区创建的各项工作任务。

区卫健工作党委副书记褚连芳

总结回顾了 2018 年度精神文明建设

和政风行风建设工作，并对 2019 年

度卫健系统精神文明建设、政风行风

建设工作和积极参与我区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工作做全面部署。

区卫健委机关党支部组织开展专题组织生活会

缅怀先烈 不忘初心

本报讯 3 月 29 日，由区卫生健

康系统 16 名骨干医务人员组成的援

滇医疗队分两批奔赴云南，开展为期

半年的驻地医疗工作。现在，援滇医

疗队的队员们在当地已经度过了近

一个月的生活和工作。

亭林医院对口支援云南镇沅医

疗队队长骆益君来自儿科，他发现当

地儿科急诊特别多。4 月 3 日晚，刚

吃好晚饭的骆益君接到电话，马上赶

到医院，原来是一位轮状病毒的小病

人，已经昏迷，初步检查后，他确诊孩

子为病毒性脑膜炎，立即生理盐水扩

容，甘露醇脱水。8点多，孩子醒了过

来，有惊无险。4 月 11 日晚，骆益君

又匆忙赶到医院，抢救一位细菌性肠

炎，中毒性休克早期，且重度脱水，代

谢性酸中毒的 2 岁宝宝。“孩子病情

十分危急，家属原本打算转院，但是5
个多小时的路程，风险太大，最后还

是听了我的劝说留了下来，现在孩子

脱离了危险。”几次急救，骆益君感

慨，来云南真是来对了！

在离镇沅人民医院 70 余公里的

景东县人民医院，来自区中西医结合

医院的援滇医疗队员们也忙绿着，门

诊、查房、换药、危重病人抢救、病例

讨论、技术培训等工作有序开展。接

下来，他们还将投入到巡回医疗、健

康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等工作中。4
月 12 日，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还派遣

了为期一周的援滇医疗团队到景东

县中医医院，第一天义诊就受到当地

百姓的欢迎，在外科、疼痛科、肿瘤

科、中医皮肤科以及针灸科等诊室门

口排起了长队。据统计，全天义诊、

查房人数达到362人。

在今年景东县中医院新院迁建、

建院 20 周年之际，区中西医结合医

院组织 7 位专家前往景东县中医院

进行全面指导。由于景东县中医院

新院刚搬迁不到 1 个月，专家们还将

特别针对科室建设及规划、门急诊流

程优化等方面出谋划策。

市六医院金山分院援滇医疗队

此行目的地是墨江县人民医院。血

液肿瘤科主任医师詹其林在内科开

展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开设业

务小讲座，并负责带教青年医师刘宁

丽，力争半年内培养一名合格的、独

挡一面的血液科医生。而根据墨江

县人民医院建立全县影像中心的评

审要求，放射科主治医师李长富组织

当地放射医技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影

像诊断质量，并对读片诊断、报告书

写进行指导，提升读片水平。

金山卫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家庭医生张天虹作为援滇社区医疗

四人组来到当地。张天虹一行也进

行了为期 2 周的实地考察，围绕医疗

质量和医疗安全相关方面问题，通过

与业务分管副院长和临床一线人员

的面对面交谈，总结问题的原因。针

对门诊病史书写不规范、抗生素使用

率较高、医护人员院内急救相关知识

匮乏、培训资源较少等问题，制定了

周密细致的工作计划。

据悉，结合受援地卫生服务需求，

除了派驻医疗服务队前往云南当地服

务，我区也将接收普洱市四县医务人

员来金开展交流学习，共计25人。根

据来金医务人员的县域及专业主要安

排至市六医院金山分院、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亭林医院及相关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学习。 记者 罗迎春 整理

医疗援滇进行时：对接需求 精准帮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