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健康专刊

20202020年年1111月月2525日日 星期星期三三

BB44 专题专题
责任编辑 杨梦婷 电话责任编辑 杨梦婷 电话：：5796205557962055

我区无烟党政机关建设工作，由区健促办、区卫健委、区文明办、区机管局

牵头，分工协作、有序推进。今年 8月下旬，区文旅局率先开展典型样板建设，

接受市级督导验收。10 月下旬，由区健促办、区卫健委、区文明办、区机管局

联合印发《金山区关于加强无烟党政机关建设工作的通知》（金健促办〔2020〕4
号）。11月中旬，我区召开无烟党政机关建设启动仪式暨培训会，各区级党政

机关单位参会，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和再落实。

无烟党政机关典型样板跨前一步，高于国家标准，凸显地域特色，为全区

无烟环境建设起到表率作用。区文旅局作为上海市首批无烟机关典型样板单

位，“以文化品牌为平台，以旅游宣传为抓手”，先行先试，以其扎实的工作基础

和严格的控烟措施，探索并积累了一些可推广、可复制的宝贵经验。

“金山如画”文化——金山农民画控烟、农民画瓷盘画等系列创作活动，充

分展示金山农民画寓教于乐、以文化促健康的独特魅力。

旅游控烟宣传——规范各类景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文物保护馆、

宾旅馆等控烟宣传，通过发放宣传海报、禁烟标识、短信、微信等形式，加强宣

传，充分发挥各类旅游文化场所优势，进一步延伸控烟宣传社会责任。

目前，我区无烟党政机关建设工作正式启动，持续深入开展，到 2020 年

底，区级党政机关 30%建成无烟单位，至 2022 年区级党政机关全面建成无烟

机关。下阶段，我区将建立一支专家督导组，引入环境监测技术手段，对全区

无烟党政机关建设成效进行科学评估。逐步优化无烟党政机关室外吸烟点建

设，倡导和规范室外吸烟行为,提供科学戒烟支持和指导。通过全过程、全方

位、全媒体传播无烟党政机关建设工作在健康金山建设工作中起到的示范引

领作用。

此外，金山区还积极推进所有公共场所室内控烟工作，组织控烟志愿者开

展控烟暗访并通报整改，形成单位场所自律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常态化控烟

工作机制，形成全社会参与、多部门合力推进的舆论氛围，共同助力健康金山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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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如何积极有效推进全社会无烟环境建设？打造示范场所、发挥表率作用，

至关重要。上海自1994年起启动无烟单位建设，金山区同步开展，截至2019年

底，全区已建成各类无烟单位245家，已创建无烟机关25家。在此基础上，今年

我区全面启动和巩固区级无烟党政机关建设。

我区举行戒烟大赛我区举行戒烟大赛

金文大厦控烟宣传金文大厦控烟宣传

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卫生健康专刊

2020 年 11 月

星期三

http://www.jsbao.com

第11期

区卫健工作党委、区卫健委、
区融媒体中心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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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学习教育期间，区卫生健

康系统始终坚持把百姓健康放在首

要位置，将“四史”学习教育与满足百

姓就医需求相结合，从细节入手，切

实解决百姓看病难问题。

灵活运用“互联网+”，让就医更便捷
为进一步满足患者对便捷医疗服

务的需求，区卫健委积极探索从“不出

诊间无感支付”到“微信公众号线上挂

号支付全覆盖”的支付方式，推动全区

公立医疗机构实现“医保电子凭证”全

覆盖，目前已有19家公立医疗机构全

部上线使用“医保电子凭证”。此外，

区卫健委还升级了区级医疗信息化平

台“金山健康微信公众号”功能，在原

有预约挂号、报告和影像查询等基础

上，增加医保卡线上挂号和支付功能，

实现多种方式的线上支付。

区卫健委还积极探索“互联网+

服务”新模式，推动社区护理服务向

家庭延伸。在金山卫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面向高龄或失能老年人、康

复期患者和终末期患者等行动不便

的人群或母婴人群，开展“互联网+护
理服务”试点工作。患者只需线上下

单，线下工作人员立即进行评估与审

核工作，通过后派单给相应的居家护

理人员，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到家服

务。目前，金山卫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互联网+护理服务”涉及基础护

理、皮肤护理、各类注射、导管维护、

标本采集等六类 15 项护理服务，今

后还将在居家康复训练与居家中医

适宜技术等方面进行拓展。

持续优化服务流程，让就医更贴心
为进一步缩短患者排队时间，金

山预约平台推出分时段预约功能，患

者只需在当天就诊时段前半小时内到

就诊医院取号即可，极大地减少患者

等候时间。针对部分不会使用智能手

机的老年患者，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

院也简化进入门诊区域流程，启用“随

申码·健康码”智能核检系统。患者只

需出示身份证或社保卡就可以“秒速”

核验筛查，省去了拿出手机查询“健康

码”等繁琐过程，有效提高入院预检效

率，极大地改善就医体验。

为改进门诊服务质量，复旦大学

附属金山医院打造了集 CT、MRI、B
超、心超、呼气试验、脑电图、肌电图

等医技检查于一体的一站式预约服

务，为患者提供零距离的快捷服务，

检查预约时间明显缩短。

市六医院金山分院则以“四史”

学习教育为契机，持续改善门诊服

务。在新门诊大厅开设便民服务中

心，提供医疗医保咨询、轮椅借用、自

助血压测量等服务，还配齐配全学雷

锋工作站，在大厅醒目位置、自助机、

自动扶梯等位置每天安排志愿者和

导医值守，陪同行动不便和身体虚弱

患者就医。同时，调整领药取号小票

出机方式，解决患者取用不便等问

题，不断提升患者就医满意度。

全面整合市级资源，让就医更高效
卫健系统通过不断引入市级优质

资源，持续提升“市级专家在金山”的

品牌影响力。目前，共有23家市级医

院 114 名市级专家在金开展医疗服

务。在市级专家的指导协助下，医联

体内医院开展的如内镜下内膜剥离

术、肿瘤基因检测等新技术新项目共

计49项，深受患者好评。 张梅美

区卫健系统将“四史”学习教育与百姓需求相结合

细节入手，解决百姓看病难

本报讯 （记者 罗迎春 通讯员

沈文娟 陈贤芝）近日，上海中医药大

学附属龙华医院、区中西医结合医

院、区众仁老年护理医院三方合作共

建“中医联合病房”签约揭牌仪式在

我区举行，全区首个“中医联合病房”

正式成立，推进中医药、中医医疗机

构与老年护理机构紧密合作，让金山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中医绝

活”。

老年人是慢性病比较集中的人

群，对于慢性疾病的整个治疗过程

中，中医药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上海

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院长肖臻

表示，希望通过合作在老年人常见的

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相关疾病等方

面发挥龙华医院的技术优势。

据悉，联合病房建设是完善医联

体建设、推进分级诊疗、实现医患共

赢的一项重要举措。截至目前，我区

已实现全区 11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联合病房全覆盖。区众仁老年护理

医院作为区老年医疗护理行业的标

杆，多年来为老年病患提供优质医疗

护理服务，但缺少中医专业人才，无

法满足住院患者的中医药服务需

求。“中医联合病房”成立恰好发挥长

处，补齐短板。

区众仁老年护理医院副院长徐

英坦言，此次合作将推动医院在中医

和西医相结合的诊疗方面再进一

步。根据协议，联合病房将以老年疾

病为突破口，依托龙华医院中医老年

学科的技术品牌，通过龙华医院、区

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医师参与区众

仁老年护理医院诊疗工作，构建中西

医一体化服务模式，并将合作共建模

式逐步在区众仁老年护理医院全院

推广，探索建设区域中医专病专科联

盟，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

协调发展，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打

造金山中医药特色服务品牌。

“中医联合病房”实行首席专家

制，由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老年科科主任担任。同时实行双主

任制，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老年科委派专家及区众仁老年护理

医院科主任共同担任科室主任。

据介绍，合作期间区中西医结合

医院也通过组建中医医疗团队协助

参与“中医联合病房”中医药诊疗工

作，使得中医药技术能够在区众仁老

年护理医院“开花结果”，满足老百姓

日益增长的中药方面的治疗需求。

依托龙华医院老年科、康复医学科、

营养科等专家和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医医疗团队，中医联合病房将采用

以中医药为主的辨证施治手段，包括

中药内服及中药熏洗、穴位敷贴、艾

灸等外治方法，使病房老年患者治疗

的中医参与率达到 50%以上，同时引

入“治未病”理念，提高住院老年患者

诊疗效果，改善生活质量。

据悉，此次“中医联合病房”的成

立是深入推进龙华医院南部医联体

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将切实整合区

域医疗资源、提升中医医疗服务能

力，完善医养结合内涵，实现“老有所

医”更优服务、更好保障。

全区首个“中医联合病房”成立
打造金山中医药特色服务品牌

本报讯 11 月 18 日，区卫生健康

“十四五”规划专题研讨会在区会议

中心召开。副区长张娣芳出席会议

并讲话。

张娣芳指出，卫生健康是一项重

要的民生工作，是人民群众和代表委

员关心的热点话题，也是深入贯彻

“两区一堡”战略的重要内容。区卫

生健康“十四五”规划要与“上海湾区

健康金山”品牌打造充分衔接结合，

推动有关课题成果转化为规划政策，

进一步提升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定

位；要结合区委 1号、2号课题研究成

果、分级诊疗要求、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体系建设、提高医联体建设质量

等，进一步优化区内医疗资源布局配

置；要逐步提升卫生健康与相关行业

的结合度，不断深化医教结合、医体

结合、医旅结合、医养结合等，推动卫

生健康事业全面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11 月 20 日，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白锦波先后到亭林医院

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调研，区

卫健工作党委书记孙群荣陪同调研。

白锦波表示，亭林医院通过建立

紧密型医联体，实施柔性人才引进政

策，建立良好的医院组织体系，加速

推进医院跳跃式发展。医院的精细

化、人性化管理，体现出医院文化导

向和内涵。希望医院能够结合“四

史”学习教育，把医院发展理念灌输

到每位干部职工，结合实际打出品

牌，做出特色；要认真贯彻落实加强

公立医院党建“1+2”文件精神，以党

建为引领，全面推进现代医院管理制

度建设。

白锦波对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的各项工作表示肯定，并指出，今年

新冠肺炎疫情对疾控部门是一个大

考验，但通过这场战疫中疾控部门的

表现，极大增强全社会对疾控工作重

要性的认同，也对疾控体系的建设发

展提供良好契机，为疾控部门创造好

成绩搭建了更好的平台。

区领导赴部分医疗卫生单位开展调研

抓住良好契机 创造更优成绩

区卫生健康“十四五”规划专题研讨会召开

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11 月 19 日，区卫健委召

开系统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代表

座谈会，区卫健工作党委书记孙群

荣主持会议。

会议通报区卫健委 2020 年工作

总结和 2021 年工作打算，并就工作

总结和工作打算征求代表、委员意

见建议，同时听取代表、委员提交意

见、提案情况。

会上，孙群荣就代表、委员提出

的“传承创新中医药事业”“加强后备

干部培养”“推进卫生信息化建设”

“加强家庭医生能力建设”“优化人才

招录方式”等方面意见建议进行现场

回应，要求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要认

真梳理、科学论证、积极吸纳。

本报讯 11 月 2 日，区卫健委召

开主任办公（扩大）会议，邀请区人

大代表、区政协委员、企业代表、专

家学者等 4 名利益相关方代表列席

会议，听取关于金山卫生健康改革

和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情况汇报

的议题，并征询利益相关方代表意

见建议。

会上，共收集意见建议 9 条，主

要集中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医疗

机构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互联网+
医疗健康”等方面。据悉，区卫健委

在认真梳理、研究论证后，吸收采纳

包括监测中增加环境污染等监测、

健康促进体系增加全国健康促进区

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增加公共卫生

人才培养等意见 7 条；参考意见 2
条，包括增加统盘考虑硬件基础设

施建设、医疗机构能级建设等。

对下阶段规划编制工作，区卫健

委主任吴靖平强调，一要加强规划协

同性，特别是对上级部门“十四五”规

划，及滨海地区、亭枫城镇等重要区

域发展衔接；二要加强规划针对性，

“十四五”时期聚焦补齐公共卫生短

板和优质资源短板；三要加强规划前

瞻性，先进科学技术对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有较大影响，积极探索互联网、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医疗

卫生领域的实践应用。

区卫健委主任办公（扩大）会议召开

加强我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系统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代表座谈会召开

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建言献策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启用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启用““随申码随申码··健康码健康码””智能核检系统智能核检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