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24 日下午，市人民医院组织开
展《民法典》专题培训，特邀南通市人民
法院首届十佳法官、启东市人民法院民
一庭副庭长杨帅民作《民法典对医疗服
务和管理的影响》专题辅导。杨帅民围绕
合同编、人格权编等内容，重点解读了患
者知情同意权和医护人员合法权益该如
何保护等方面。 龚海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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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体检政策太好了，这些医生
不仅服务好，检查完了还给我们准备了早
餐，太感谢他们了……”一位正在市五院
体检的老人不断的夸赞。连日来，市第五
人民医院按照体检项目设置合理的流程，
从测温、尿检、眼科检查……领早餐，一个
个老人按序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等待医
务人员的检查。“我院已根据辖区内应体
检人数，科学合理安排好各村体检日期及
每天计划体检人数，尽量在夏季高温日来
临前完成体检。”五院院长沈漱波介绍。

日前，市卫健委就进一步做好2020
年老年人健康管理工作下发通知，要求

各镇对1958年4月30日前（62周岁）出
生的常住居民、1958年5月1日后出生并
纳入社区管理企业退休人员（以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提供名单为准）、建档立卡
低收入人员和南通市属企业退休人员（名
单由市退休人员管理中心提供）开展健康
体检。各镇按照工作实际确定启动时间，
并于10月31日前结束。同时确保为65周
岁及以上常住居民提供1次健康管理服
务，包括生活方式和健康状态评估、体格
检查、辅助检查和健康指导；以镇为单位
62周岁及以上常住居民健康体检率达
85%，65周岁及以上常住居民健康管理

率达80%、中医药健康管理率达65%。
老年人年度健康体检是国家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中的一个重点项目，并
已列入2020年度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
在随着体检项目逐渐增多，体检要求相应
提高。体检对象凭身份证可在就近的体检
点进行体检，在体检过程中，正确填写老
年人生活自理能力评估表、老年人体检
表，对辖区内65周岁及以上常住居民提
供中医体质辨识和中医药保健指导。规范
辅检报告，辅助检查包括血常规、尿常规、
肝功能、肾功能（血清肌酐、血尿素、尿
酸）、空腹血糖、心电图、腹部B超（肝胆胰

脾）、甲胎蛋白、癌胚抗原（CEA）、艾滋病
病毒抗体等检查，其中癌胚抗原和艾滋病
病毒抗体检测为今年新增项目。

据悉，体检医院将认真执行体检结
果告知，特别是检测值明显异常人员，必
须1周内告知复检。确保“体检结果反馈
单”告知率100%，反馈单必须在体检日
起20天内送达体检对象，在体检结果告
知的同时，必须进行相应健康指导。“通
过健康体检，树立‘有病早治、无病要防’
的健康理念，让老人们尽享健康生活。”
市卫健委主任陆健泉表示。

（刘嘉怡 朱晓红）

2020年度老年人健康体检拉开帷幕
确保10月底前体检率超85%，受益人口将超20万人

2020年夏季启东市医疗卫生单位
公开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206名。

一、报考条件
（一）资格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拥护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良好
的品行；

2.1985年8月至2002年7月期间出
生，硕士研究生或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人员的年龄可放宽至 1980 年 8 月至
2002年7月期间出生，博士研究生或正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的年龄可放宽至
1975年8月至2002年7月期间出生；

3.具备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4.具备拟报考岗位所要求的资格条

件。
（二）其他条件
应届毕业生，是指2020届全日制普

通高校毕业并于2020年8月31日前取
得相应学历（学位）的毕业生。

2018年和2019年全日制普通高校
毕业生若仍未落实工作单位或学习单
位，其档案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
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
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人才交流服务机
构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可按应届高
校毕业生或社会人员报名。

2018年 1月 1日至报名前取得国

(境)外学位并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学历认证且尚未就业的留学回国人员，
可以按2020年应届毕业生报考，其他留
学回国人员按社会人员报考。

取得祖国大陆全日制普通高校学历
的台湾学生和取得祖国大陆承认学历的
其他台湾居民应聘时，按国家和江苏省
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不得报考情形
1.现役军人或普通高校在读非应届

毕业生；
2.启东市卫健系统事业单位在编人

员；
3.尚未解除纪律处分或者正在接受

纪律审查的人员，刑事处罚期限未满或
者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人员；

4.报考人员与事业单位负责人员有
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
血亲关系或者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应聘
该单位负责人员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
的岗位。从事公开招聘工作的负责人员
及其工作人员与报考人员有上述亲属关
系的，以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
定》明确应当回避的岗位；

5.国（境）外留学毕业但截至报名前
未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
（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的；

6.有政策规定或协议明确2020年8
月31日前不得解聘、离开现工作单位(岗

位)的人员，或国家和省另有规定不得应
聘到事业单位有关岗位的人员。

二、报考岗位
具体的招聘岗位、人数、资格条件等

详见《2020年夏季启东市医疗卫生单位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简介表》。

三、报名时间
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8月6日

下午17:00。
四、报名方式
应聘人员将报名材料以电子文档形

式打包发送到邮箱：qdswjw2020@163.
com，邮件主题为：应聘岗位代码+姓名。

五、相关政策
（一）拟聘用人员名单公示后，应聘

人员如无正当理由放弃聘用资格的，在
名单公示结束后的1年内取消其再次应
聘我市卫生健康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资
格。

（二）拟聘用人员与招聘单位订立3
年以上（含试用期）聘用合同，除依法依
规解除聘用合同外，应当在招聘单位最
低服务3年（含试用期）。

（三）根据《启东市医学重点学（专）
科及重点人才资助奖励办法》（启政办
发［2018］49号），引进医学人才享受如
下相关待遇：

1. 引进的医学类博士毕业生（具备
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与用人单位签订

3年以上工作协议的，3年内，给予每月
4000元的生活补贴。在我市首次购房自
住的，给予40万元的购房补贴。

2. 引进的医学类硕士毕业生（具备
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或副高以上职称
的高层次人才，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
上工作协议的（不含规培时间），3年内，
给予每月2500元的生活补贴。在我市首
次购房自住的，给予20万元的购房补
贴。

3. 引进的医学类全日制本科毕业生
（执业医师类），与乡镇卫生院（除第三人
民医院外的一级及二级医疗机构）签订3
年以上工作协议的（不含规培时间），取
得执业医师资格后 3 年内，给予每月
1500元的生活补贴。在我市首次购房自
住的，给予5万元的购房补贴。

（四）根据《启东市医疗卫生人才“县
管乡用”实施方案（试行）》（启医管委
〔2019〕13号），“县管乡用”人才在基层
医院锻炼和工作期间，满足人才新政的
可享受人才新政相关待遇，取得中级职
称后可享受2000元/月补贴，取得高级
职称后补贴提高至3000元/月。

六、政策咨询
政策和考务咨询：0513-83312379
详细公告请登录启东人事人才网

（http://www.qdrcsc.com/）或“健康
启东”微信公众号查询。

2020年夏季启东市医疗卫生单位
公开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简章

家长总是怕孩子冻着凉着，但现代
生活中，几乎没有宝宝会被冻着，但被热
着的却比比皆是。判断孩子冷热，最简单
的方式就是摸摸孩子的颈后背，以温热
不潮为好，微微出汗发腻就说明孩子已
经热了，短期的高热会导致“捂热综合
征”，引起宝宝中暑、“淹脖子”、长痱子、
湿疹加重、脱水等，长时间捂热则会导致
孩子接触不到偏冷的环境，孩子的体温
调节能力反而会下降，甚至终身畏寒。

空调房里待久了确实会让人感到
不适，这也是空调最为人诟病的地方。
我们常说的“空调病”并不是一个医学
诊断的疾病，而是指因空调使用不当而
引起的相关疾病，除了老年人容易引发

的一些关节肌肉问题，还有手脚冰凉、
头晕头痛、着凉腹泻等比较常见的“空
调病”。

从空调病的成因来看，空调本身是
没有罪的，不当的使用才是“空调病”的
罪魁祸首，掌握科学的使用方法，全家
都能拥有一个凉爽又健康的夏天。

清洗空调。每年使用空调之前都要
进行一次清洁，重点清洁过滤网、蒸发
器和风轮，一般的家庭定期自行清理过
滤网就可以。定期的清洁不但能去除污
染物和异味以及致病菌，还能提高空调
工作效率，延长空调寿命的同时还能省
15%~20%的电，真的不要怕麻烦也别
舍不得清理费。

避免直吹。无论是空调还是电扇都
不要对着人直吹，这种贪凉的方式很容

易导致“空调病”，调节空调的出风口，
也可以网上购买空调挡风板，一定要让
孩子远离风口，如果太热，宁可把温度
调低一点也不要把风速开得过大。

设置合适的温度。一般最终的温度
设定在24~28℃左右，重点把握一个原
则，就是控制好室内外的温差，一般温
差不要超过6~7℃，一天下来的昼夜温
差也比较大，需要及时根据室外温度进
行调整，有些空调用久了，温度的设定
不一定准确，最好还是根据孩子的体感
反馈灵活调节。

调节湿度。空气相对湿度最好保持
在40～60%，体感会比较舒适。不少空
调是带有除湿加湿功能的，高湿闷热的
天气要使用除湿功能，而晴朗高热的天
气就要使用加湿功能。如果空调没有这

些功能也可以配合有这种功能的空气
净化器，如果只是加湿的话可以在房间
内使用加湿器，或者放一小盆水，如果
家里有孩子，水容易导致滑到，可以在
盆里面放一条湿毛巾代替，除湿的话可
以使用一些干燥剂，注意要放在孩子拿
不到的地方。

及时补水。因为空调的制冷原理和
技术流程，让它具备了一定的除湿功能，
一般情况下空调房都是比较干燥的，除
了前面调到的湿度调节方法，还要记得
给孩子多喝水，补充流失的体液，尤其是
室外活动出汗之后，甚至需要在水中添
加一点盐分补充电解质。如果孩子的尿
液颜色偏深，就说明宝宝很缺水了，吃点
西瓜喝点绿豆汤也能消热解暑、补充体
液。 （市第六人民医院 季培红）

送上一份空调正确使用指南，让孩子健康避暑

普法到医院

·健康小常识·

我市开出首张违反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罚单

近日，市卫生监督所成功查处一起未取得《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行医案件。这是自6月1日《基本医疗卫
生与健康促进法》实施后，我市首例依新法查处的无证
行医案件。

6月22日，市卫生监督所接吕四港镇边防派出所
通知：吕四港镇朱某非法行医致人死亡。卫生监督
员立即前往现场取证调查。经查，朱某为吕四港镇
吕北村在职乡村医生，其跨区域到吕四港镇袁家灶
村于某宅为其静脉输液，输液过程中于某死亡。市
卫生监督所依法对朱某无证行医行为立案查处。考
虑到公安机关认定朱某无证行医与于某死亡因果关
系无法核实，且朱某已及时与于某家属达成调解协
议，经集体讨论，对朱某作出罚没款52720元的行政
处罚。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颁布实施，加大
了针对医疗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将有力打击无证行
医等违法违规行为。下一步，市卫生监督所将围绕《基
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
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继续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
各类非法行医违法行为，保障群众健康权益、维护辖区
医疗市场合法秩序。 （丁锐）

市人民医院慰问
建档立卡低收入户

7月8日，市人民医院扶贫小组一行人前往寅阳镇
林启村，走访慰问了24户结对帮扶家庭。

扶贫小组成员与帮扶对象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
了每户家庭成员的身体情况和生活情况，并询问他们
生活中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结合实际提出巩固脱贫
成果的建议。

自“阳光扶贫”活动开展以来，市人民医院扶贫小
组对林启村贫困户从生活关心到疾病照顾指导，从政
策关怀到一对一帮扶，坚持每年多次走进林启村，走近
贫困户，访贫问苦，传递党和政府的关心，切实分析贫
困原因，精准帮扶解决困难。 （龚海燕）

市第二人民医院邀请专家
开设专题讲座

7月17日上午，市第二人民医院邀请南通大学附
属瑞慈医院胸外科护士长张晓琴来院开设专题讲座。
医院除在岗人员外，全体护士聆听讲座。

张晓琴首先在外科对临床护理工作进行了现场指
导，强调提升安全意识和持续改进护理质量的重要性。
随后，张晓琴作了题为《胸外科围手术期路径式管理》
的专题讲座。

张晓琴讲解了胸外科围手术期病人的“四禁忌、四
严格、四必须、两固定”的护理要求，分享了科室管理的
经验，并就胸外科术后的呼吸道管理、术后并发症的防
治等重点护理问题进行了交流和研讨。 （顾莉莉）

市第四人民医院院获评
“南通市特色科室”

近日，南通市卫健委公布了2020年南通市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名单，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内分泌
科与心血管内科榜上有名。

为大力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夯实基层首诊、健
康管理实施基础，经单位申报、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推荐、南通市卫健委审核及专家组评估，现确认58家单
位特色服务领域为“2020年南通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特色科室”。

近年来，四院秉承“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
念，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优质的服务、人性化的
管理和整洁优雅的环境，竭诚为每一位患者提供更趋
完善的服务，持续不断提高医疗质量。 （黄叶灵）

市第六人民医院职工
进行核酸检测

近日，市第六人民医院对全院198名职工分批进行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努力实现院内疫情防控管控“全区
域、全流程、全环节、全覆盖”。

在确保不影响正常医疗秩序的前提下，六院统筹
安排医院职工进行核酸检测。检测过程中，各科室员工
按照通知的时间，佩戴口罩到核酸标本采集点排队，不
扎堆，不聚集，听从专职采样人员的安排，完成咽拭子
采集后，迅速离开检测场地。

此次全员核酸检测是医院落实“应检尽检、愿检尽
检”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的人员的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
阴性。 （季培红）

北新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把好征兵体检关

7月15日，北新镇400余名应征青年陆续走进设
于北新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新分中心的征兵站，接
受进入军营的第一关考验。

北新分中心抽调了工作责任感强、业务素质好的
医务人员对参加征兵初检者进行体检。全体工作人员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情况下根据征兵要求，全面、认
真、细致地做好各项检查，并详细询问病史、家族
史、流行病史。

检查项目包括测量血压、视力、色觉、身高体重、外
科常规检查等。对于体检中发现的问题，医护人员在现
场加以详细解说，并介绍了相关疾病的预防知识，提醒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盛金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