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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曹熠炜）为切
实加强我区卫生健康系统政府采购
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
为，促进党风廉政建设，9月 22日
起，区卫健委组织对系统内医疗卫
生单位自2019年以来实施的政府采
购项目开展专项排查。

据悉，区卫建委此次将对全区
32家医疗卫生单位开展为期 3个月

的规范和加强政府采购管理专项排
查，主要围绕“完善政府采购内部控
制管理”“强化政府采购预算表自与
执行”及“规范政府采购方式”等重
点内容进行考核评分，并作为各单
位年度综合目标管理得分的主要依
据。针对本次专项行动中发现的各
类问题，要求提高认识，落实专人负
责，梳理问题清单，限期落实整改。

在区卫生监督所，区卫健委检
查组重点检查 2019年、2020年度 1
万元（含）以上货物和服务项目，20
万元（含）以上工程项目，2021年以
来 30万元（含）以上货物和服务项
目，60万元（含）以上工程项目。检
查组要求区卫生监督所进一步提高
思想意识，压紧压实责任，加强自查
自纠和问题整改，完善政府采购管

理制度和工作机制，齐抓共管，推动
政府采购工作再上新台阶。

区卫健委将以此次排查为契
机，继续扎实做好政府采购三年专
项行动工作，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督
管理，定期开展自查、抽查，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规范全系统的政府采
购行为，切实做到依法采购、规范采
购、阳光采购。

本报讯（通讯员张旭 张甜
嘉） 9月 17日，区中医院中医
护理团队、感染管理专职人员
一行来到金沙街道虹南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开展2021年全国科
普日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的主题为“百年
再出发，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科普惠健康，点亮新
生活”。医护人员通过中医适宜
技术简介及应用讲座、疫情防
控知识讲解、七步洗手法教学
等，向社区居民普及日常健康
知识。

活动现场，中医护理团队
为现场居民免费提供了耳穴压
豆、拔火罐、刮痧等中医疗
法，受到好评；科普专委会委

员葛晓莉围绕糖尿病、高血
压、冠心病等慢性疾病的中医
保健、预防、康复、心理疏导
等方面内容进行宣教；院感科
科长赵峥嵘现场演示了七步洗
手、口罩佩戴正确方法等。活
动当天，现场检测血压 30 人
次，发放居民日常健康知识手
册30本、院报50份、中医香囊
100个。

此次活动，区中医院医护
人员将中医药文化融入老百姓
日常生活，引导群众了解和掌
握健康科普知识，提高了居民
健康素养，增强了保健意识，
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健康防
护工作，受到群众欢迎。

卫健系统开展政府采购项目专项排查

为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迎接卫生城
市复核验收，近日，区疾控中心
在通州城区主干道设计打造了
9处健康长廊，设置了300余处
健康系列展板。展板色彩清新，
图文并茂，成为通州街头一道
靓丽的健康风景线。

长廊和展板以卡通漫画结
合通俗文字，内容覆盖全民健
康生活方式、健康四大基石等，
涉及卫生保健、病媒生物防制、
食品营养、烟草危害、慢性病预
防及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66 条
等知识。长廊和展板主要设置
和张贴在城区主干道、各居民
小区、学校、农贸市场出入口，
方便周围群众获取健康知识，
受到群众好评。

张海峰 赵雪宇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王锋） 9月 18
日上午，区卫健委举办了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资金管理培训班，全
区 24家基层医疗单位近 60名财务
人员参加了本次培训。

培训中，区卫健委财审科负责
人就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管理办
法、资金使用范围、规范项目资金财
务管理和账务核算等内容进行了详
细讲解，并结合上半年专项检查情

况，对基层单位在资金使用中经常
出现、容易发生的问题进行逐一分
析、解答。

本次培训既有政策理论也有工
作实例，实用性强，进一步提升了

基层医疗单位财务人员的专项资金
管理能力，对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
金安全、高效运行起到了积极作
用。

本报讯（通讯员于国庆） 9月
15日，区卫健委副主任吕英带队前
往十总镇、兴东街道、兴仁镇等地，
看望慰问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对象，
开展结对帮扶、情感慰藉和心理援
助服务。

今年中秋节期间，区计生协组

织开展了第十四个计生志愿者集中
活动日系列活动。区计生协积极筹
措资金，对独生子女伤残、死亡，计
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等计生困难家庭
进行走访慰问，共计 120户，每户
400元，总金额为4.8万元。

为深入开展好生育关怀“亲情

牵手”零距离服务行动，区计生协认
真谋划，要求各镇、街道广泛发动计
生协会员、计生志愿者、家庭医生
等，开展上门慰问、赠送保险、农忙
支忙、结对帮扶、情感慰藉等活动，
解决计生困难家庭生产、生活中的
实际困难。依托“暖心行动”“连心

家园”建设，结合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心
理健康服务工作，切实落实扶助关怀
各项政策措施。

同时，区计生协还联系发动中国
人寿通州支公司、中国人保通州支公
司和太平洋保险南通中心支公司志愿
者上门结对帮扶计生特困家庭。

本报讯 （通讯员吴晓玉） 9月
17日，全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基层心理服务人员骨干师资培训班
在通州卫校举行，130余名基层心理
服务人员骨干师资参加培训。

区卫健委党组成员、区疾控中心
主任顾晓虎作开班动员。江苏省、苏
州市、南通市及通州区精神卫生方面
的有关专家分别就儿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及新冠疫情后重点人群心理干

预、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和人格健
康、日常生活压力管理与情绪自我调
适、睡眠障碍及治疗、精神障碍社区
康复、心理咨询技术及注意事项、儿
童青少年常见心理异常及处理原则
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

本次培训内容丰富、操作性强，
有效提升了我区基层心理服务骨干
师资的业务水平，保证了全区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本报讯（通讯员曹周）为
全面落实老年人医疗服务优待
政策，不断优化老年人就医环境
和流程，提升老年人看病就医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近日，区卫健
委委托南通市老年医学会对全
区29家医疗机构开展了老年友
善医疗机构区级评审工作。

专家组通过听取汇报、查
阅资料、实地察看等方式对各
医疗机构进行评审。在区人民
医院、平潮中心卫生院、先锋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地，专家
组深入医疗机构各个角落，实

地察看了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
建工作情况，仔细核查各医疗
机构创建工作台账。针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专家组当场提
出了具体整改建议。

专家组指出，为老年患者服
务永无止境，各医疗机构要强化
组织职能，夯实创建体系；提升
服务内涵，营造友善氛围；加强
长效管理，打造品牌特色，努力
为老年人提供多层次、多样化、
连续性的老年健康服务，共同创
建一个更加安全、友善、适宜的
医疗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沙琛颖）
“大爷，您的血压有点高，要按
时吃药，饮食也要清淡。”9月
23日，在二甲镇敬老院义诊室
里，二甲中心卫生院内科主任
曹其正在向一位骨瘦嶙峋、行
动迟缓的老人细心地询问病
史、耐心讲解服药剂量，同时
还嘱咐一旁的工作人员根据老
人服药后的身体情况，带老人
前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当
天，区二甲中心卫生院的医务
工作者走进二甲镇敬老院，为
70余名老人提供义诊服务。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老
人们测量血压、血糖，进行用
药咨询、免费赠药，还从医疗
养生、饮食起居、康复运动等
方面为老人们进行了健康知识
宣教。在交流过程中，针对一

些因眼盲、耳聋等有沟通障碍
的老人，医护人员还特意将老
人目前存在的病症、需要做的
检查项目、可服用的药物名
称、注意事项等逐一详细记录
在纸条上交给护理人员，并叮
嘱他们时刻关注老人的身体状
况，按照要求为老人进行日常
生活护理。整个活动现场忙碌
而温馨，老人们脸上都露出了
满意的微笑。

区二甲中心卫生院始终秉
持“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
老为乐、爱老为美”这一理
念，不定期组织医务人员开展
形式多样的送医送药活动，让
广大老人老有所养、病有所
医，让温暖与关怀陪伴老人们
安享晚年。

本报讯 （通讯员郝金丽）
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扎实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近日，城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组织医疗、护理组部分人员前
往金沙街道敬老院，开展 2021
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义诊
活动。

活动现场，前来咨询、问诊

的老年人络绎不绝，医务人员耐
心细致地为老年人们进行心肺
听诊、血压测量、血糖测量，并发
放相关医学科普资料，对部分血
糖偏高的糖尿病人，进行了现场
的饮食生活指导。活动既满足
了老百姓对健康知识的需求，又
增强了他们科学防病治病的意
识，受到了老年人的欢迎。

本报讯（通讯员郝金丽）为全
面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做好
秋季学校卫生监督工作，城西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按照区卫健委统一安
排部署，从 9月份起对辖区内中小
学、幼儿园开展专项监督检查，进

一步筑牢校园卫生防线，全力保障
师生健康安全。

检查中，城西卫生监督员严
格按照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 和
新冠肺炎常态化防控工作要求，
重点针对学校及托幼机构传染病

防控、学校生活饮用水卫生、教
学环境等关键环节，现场查看了

“两案九制”的建立及落实情况，
教室、餐厅通风消毒情况，对存
在的问题当场予以指导并督促限
期整改。

此次专项检查进一步提升了学
校卫生管理水平，有效遏制了学校
饮用水污染、传染病流行等公共卫
生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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