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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钢:健康扶贫行动持续精准发力

本报讯（记者王正勋 通讯
员范燕彬 李 峰）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是扶贫工作中难啃的“硬
骨头”。修武县在健康扶贫工作
中“辨证论治”“对症下药”，通过
多重精准举措，让贫困群众“看上
病、看好病、看起病、少得病”。

托底救助机制，让贫困群众
吃上“定心丸”。该县“打通”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民政局、卫生
计生委等部门的医疗保障救助政
策壁垒，建立“3+3”健康扶贫托
底救助机制，最大限度减轻贫困

群众的就医负担；对贫困群众在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住院看病的合规费用实行 100%
报销；对在县级医院和市级医院
住院看病，自付费用超过4000元
和 6000 元的合规费用实行 100%
报销；对终末期肾病、异体器官移
植等34种门诊重大、特大疾病和
重症慢性病，门诊治疗合规费用
实行100%报销。3个“100%”让贫
困群众吃上兜底保障“定心丸”，
不再为医疗费用“心慌出汗”。

修武县积极推进医疗保障救

助信息的互联互通，全面建立“一
站式”结算服务平台，让数据跑路
代替群众跑腿。

医疗服务定制，为贫困群众
开出“祛病方”。修武县依托75支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织出一
张健康扶贫服务网，为全县9263
名贫困群众免费建立健康档案，
让每个贫困户都拥有自己的家庭
医生。家庭医生定期上门体检、
评估，依据贫困群众的身体健康
状况为其发放“红卡”“绿卡”，动
态调整服务级别和内容。

“我们对1694名贫困患者实
行‘一病一定制’精准医疗服务，
其中大病重病患者70人，由县级
医疗团队服务，实行‘红卡’提示
管理，纳入大病分类救治工作台
账，确定最佳治疗方案；慢性病
患者1624人，由乡级医疗团队服
务，实行‘绿卡’提示管理，家庭
医生进行定期随访，随时掌握患
者的病情。”修武县卫生计生委
健康扶贫办公室的负责人介绍
说。

健康素养提升，让贫困群众

练就“强身术”。修武县在健康扶
贫工作中融入大健康理念，因人
因户、分类施策，为贫困群众提供
健康教育、免费体检、预防保健、
中医体质辨识等“防、治、养”一体
化健康服务。

修武县还组织健康扶贫宣讲
团，走村入户开展健康扶贫政策
和健康知识宣传，提高健康扶贫
政策知晓率，提升贫困群众的健
康素养，让贫困群众“擅防病、会
养病”，跳出“越贫越病、越病越
贫”的怪圈。

镇平县多措并举保障母婴安全

修武：健康扶贫对“症”施策
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讯员程瑞军）

近日，泌阳县高店镇程店村村民李道明对身
边的人说：“自从签约了家庭医生后，不仅可
以享受到家庭医生提供的上门医疗服务，还
能得到家庭医生的健康指导。”今年 9 月，78
岁的李道明因患上消化道出血在泌阳县人
民医院住院治疗，共花费 3600 元，由于签约
了家庭医生，不仅免除了首次县级医院住院
费，同时还享受到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医
生提供的上门探视服务。

今年，泌阳县全面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实现了卫生服务由单项被动的“服务提
供者”到双向主动的“提供服务者”转变，让
群众感受到人性化、亲情化、自主化的服
务，享受到更为便捷、连续、贴心、综合的基
本医疗卫生服务，逐步形成了基层首诊、分
级诊疗、双向转诊的就医格局。目前，全县
共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 140 个，与
309948 人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协议，签约率
达 31%。

贫困户可享受政策带来的实惠。目前，
全县贫困人口签约41584人，实现了贫困人口
100%有偿签约；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用中，
个人自缴部分由政府全额代缴。刘玉洋是双
庙街乡刘岗村的一位村民。作为2017年建档
立卡贫困户，每次提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他
都会说：“每次上门提供服务时，家庭医生都
很热情。平时，我感觉身体有点儿不舒服就
会打电话找他们解决，真的是做到了小病不
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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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有了‘豫保通’，在外地就
医就可以用微信‘备案’了，现在的政策
真是好啊！”拿到了 6000 多元的医保报
销款，说起在户籍地以外就医可以用微
信“备案”、方便就医报销的事儿，在杭州
创业的邓州市小杨营乡角门村村民、39
岁的张明法激动不已。

借助“豫保通”在手机微信上进行
外地就医备案，取消了原来备案登记中
需提供的参保地、就医地和就医单位盖
章确认程序及相关证明材料。在外务
工人员打开手机微信，关注河南城乡医
保便民服务公众微信号“豫保通”，点击
菜单栏里的“就医指南”—“异地就医”，
可直接进行异地就医备案，备案成功后
在定点医院就医，就可以直接报销；点
击菜单栏里“我的账户”，根据提示注
册，即可轻松查询全家参保情况及住院
报销记录，十分方便。

同样，在深圳创业的邓州市裴营乡
闸刘村村民余小转也深有感触：“近年
来，随着父母年龄增大，我每年都要把他
们接到深圳住一段时间。最让我头痛的
是，父母在深圳就医的备案，原先是在居
住地的深圳选 3 家定点医院盖章后，到
户籍地的邓州医保部门盖章才能备案，
办理手续需要一周的时间，花费近3000
元。”今年，在接父母前，余小转在深圳把

“异地就医备案表”先办好，打算回去时
直接到当地市医保部门办理备案。国庆
节后，余小转拿着表格到邓州市医保部
门备案时，工作人员告诉他，使用手机微
信就可以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当时，他
疑惑不解。最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不到 3 分钟，余小转就完成了异地就医
备案，并对这种利用网络新媒体“不见
面、零跑腿”的服务连连称赞！

邓州市对县域内就医的参保患者，
需要往县域外医院转诊的实行“一次办妥”，取消了原来由就
诊医院出具转诊单据后，再到县医保部门盖章，进行现场备
案的繁杂程序。县域内参保人员或者家属持患者本人的社
会保障卡，可以直接在县域内具有转诊资格的定点医疗机构
直接上传办结。此举让群众真切地感受到了“少跑腿、马上
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带来的方便。

（乔晓娜 方 圆 丁自力）

商城县人民医院加强
“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礼仪”
培训 近日，商城县人民医
院召开“职业道德与行为规
范礼仪”专题培训会。培训
会特邀国家高级人力资源培
训师陈馨贤前来参加。

在培训会上，陈馨贤从
“有德：职业道德先行”“有
则：行为准则护航”“有礼：礼
仪规范加速”3个部分展开讲
解；同时，运用富有生活气息
的实例分析和妙趣横生的语
言，循序渐进地讲解了“如何
做一名有道德的医生”“如何
通过提高执行力更好地服务
患者”等内容。陈馨贤为参
加培训人员上了一堂别开生
面的道德礼仪课，让人受益
良多。 （王明杰 汪才侠）

世界心脏日，这16名医
务人员教群众如何关爱心
脏 9月29日上午，汝阳县人
民医院组织该院16名医务人
员，在汝阳县政府广场举办

“你我同心 共同守护”世界
心脏日主题宣传活动。

在此次主题宣传活动
中，汝阳县人民医院通过悬
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资料，
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接受现
场咨询等多种形式，提高广
大群众对心血管疾病知识的

知晓率；同时为群众提供心
血管疾病咨询、血压测量、心
脏查体以及健康咨询等服
务，引起群众对心血管疾病
及其他危险因素（肥胖、高血
压病、缺乏运动、营养失衡、
吸烟等）的关注。

（刘永胜 崔浩浩）

固始县 2018 年乡村医
生培训项目启动 近日，按
照《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
印发2018年河南省基层卫生
人才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实施
方 案 的 通 知 》豫 卫 基 层

〔2018〕13 号文件要求，固始
县卫生计生委对全县乡村医
生进行了业务培训。

此次培训以理论培训为
先导，采取按需分程、集中
授课的方式，结合临床应用
和 基 层 实 践 等 进 行 了 培
训。此次培训以基层需求
为导向，以补短板为目标，
以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和家庭医生团队实用
技能为重点，重在提高农村
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
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增强
家庭医生的医学理念和团
队服务意识，提高群众的获
得感和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的利用率和满意度。

（王明杰 杨 勇）

全省开展全国高血压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 10 月 8 日，舞钢市卫
生计生委围绕今年全国高血压日
的宣传主题“知晓您的血压”，组织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预防高血压病
宣传活动，采取高血压病知识宣讲
和现场义诊、咨询等方式进行。在
活动现场，医务人员向前来咨询的
居民免费测量血压，发放高血压病
科普知识手册，对居民提出的疑难
问题进行答疑解惑。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发放高血
压病科普知识手册2000余份，测量
血压 500 余人，接受群众咨询 800
余人。 （段泓涛 陈会召）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
员贾丽君）10 月 8 日，舞阳县卫生
计生委开展了以“知晓您的血压”
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

此次活动紧紧围绕主题，通过
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摆放宣
传展板、免费为群众测量血压等形
式向群众宣传高血压病、心血管疾
病的危害和日常防治措施等。

此次活动共悬挂宣传横幅 22
条，摆放宣传展板 18 个，发放宣
传资料 15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800 余人次，免费测量血压 500 余
人次。

本报讯 （记 者 王 明 杰
通讯员张敬林）今年 10月8日
是第21个全国高血压日。今
年高血压日的宣传主题是“知
晓您的血压”。当天上午，漯
河市郾城区人民医院疾控科
组织医务人员在黄河广场开
展了义诊宣传活动。

活动通过悬挂宣传横幅，
发放宣传资料和咨询等多种

形式向市民积极宣传“健康血
压，健康生活”“定期到医疗机
构测量血压”等核心知识，让
群众“知晓您的血压”。同时，
该院医务人员向前来咨询的
群众宣传规律服用高血压药
物的重要性，并对如何防治高
血压病、高血压病的危害性、
高血压病的家庭自测方法等
问题作了解答。

今年10月8日是第21个全国高血压日。10月8日上午，
长垣县人民医院慢性病专家在公园开展多种形式的高血压宣
传日知识宣讲和现场义诊、咨询活动。医务人员在活动现场
摆放了“防控高血压”宣传展板，悬挂了宣传横幅，发放了高血
压病防治宣传手册。 常俊伟 苏东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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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预防保健科与急诊科医务人
员走进该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为全校近两千名师生开展为
期一天的“全民自救互救应急与急救技能培训”百场普及活
动。在活动现场，医务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讲解，为全校师生
现场普及了心肺复苏知识。图为在活动现场，医务人员教学
生模拟操作。

刘 岩 郭海燕/摄

舞阳县

基层快讯

一支“有温度”的
医疗团队

本报记者 常俊伟 通讯员 雷曼丽 郭明青

本报讯 10月9日，从镇平县
卫生计生委传来消息，镇平县卫
生计生委通过召开危重孕产妇、
新生儿救治业务培训会，加强县
级危重救治中心标准化建设，开
展风险评估，实行分级管理等，着
力保障全县母婴安全。

召开危重孕产妇、新生儿救
治业务培训会议。镇平县卫生计
生委邀请上海市知名妇产科专
家、嘉定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专
家等围绕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
治与管理进行授课。

加强县级危重救治中心标准
化建设。镇平县卫生计生委利用
两年时间，使县人民医院、县妇幼
保健院两家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
救治中心达到标准化；明确县、乡、
村工作职责，建立健全覆盖县、乡、
村的有效救治网络，形成分级负
责、上下联动、应对有序、运转高效
的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急救、转
诊、会诊网络，保障母婴健康。

开展风险评估，实行分级管
理。镇平县卫生计生委要求各医
疗保健机构对怀孕至产后 42 天

的妇女进行妊娠相关风险的筛
查、评估分级和管理，及时发现、
干预影响妊娠的风险因素，防范
不良妊娠结局；按照《妊娠风险评
估与管理工作规范》要求，对孕产
妇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在《母子健
康手册》及相应信息系统作出明
显标注；严格实行高危孕产妇专
案管理，保证专人专案、全程管
理、动态监管、集中救治。

加强专科建设，提高医疗质
量。镇平县卫生计生委切实加强
产科、儿科建设，着力加强危重孕

产妇、新生儿多学科联合救治，重
点提升疑难重症诊疗能力，推进
危急重症中西医临床协作，提升
诊疗救治能力。

加强医疗安全管理，严格遵
守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镇平
县卫生计生委加强妇产和新生儿
病房、临床检验实验室等重点医
院感染管理；严格执行消毒隔离
和医院感染监测等规章制度；建
立风险监测、预警以及多部门协
同干预机制，有效防范医院感染。

（乔晓娜 方 圆 刘向镇）

本报讯 近日，在舞钢市武功
乡曹庄村，该乡卫生院家庭医生
刘晓亮给 67 岁的贫困户高秀卿
进行巡诊检查，顺带把及时更新
的爱心小药箱送到他手上。连日
来，舞钢市卫生计生委积极组织
全市各医疗单位医务人员深入贫
困户家中，进行送医送药、免费体
检和健康教育活动，确保健康扶

贫行动持续精准发力。
舞钢市卫生计生委多措并

举，切实加大健康扶贫政策宣传
工作力度，全面落实健康扶贫政
策，架起贫困群众与卫生计生系
统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强力打通
健康扶贫零距离。舞钢市卫生计
生委组织医务人员学习健康扶贫
相关政策，利用各医院微信公众

平台宣传健康扶贫相关政策及健
康知识。

各村卫生室还设置了健康扶
贫政策宣传栏，悬挂宣传横幅，全
方位、多渠道宣传健康扶贫政
策。各医院和10家乡镇卫生院相
继组织开展了进社区、进村入户

“两筛（预防出生缺陷产前筛查、
新生儿疾病筛查）”和“慢性病筛

查”等义诊活动。市人民医院等
医疗单位还对分包的尹集镇蔡庄
村、杨庄乡岗李村等贫困人员进行
了全面体检并建立电子档案；精心
印制了10000余份“预先全保”四
位一体的惠民政策明白卡，张贴到
贫困户家门口，让贫困人员和行动
不便的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了解、
享受送上门的健康服务。

据了解，自健康扶贫行动持
续精准发力以来，全市贫困户全
面体检人数达1900余人次，慢性
病筛查 1000 余人次，35~64 岁免
费体检2000多人次，65岁以上老
人全面体检 47700 余人次；发放
爱心小药箱3700余个，广泛开展
健康教育80多场次等。

（段泓涛 陈会召）

“您腿里有积液，可以先吃
点儿药，平时尽量少干重活
儿。”义诊期间，五六名村民围
着专家陈冲伟。今年68岁的王
贵美平时脚踝一直疼，有时还
会影响走路，听了专家陈冲伟
的建议后，她决定先吃点儿药
缓解一下。

近日，由新乡市卫生计生
委、《平原晚报》、新乡市第二人
民医院主办的走基层送健康知
识大型公益活动走进封丘县留
光镇辛店村。

参加义诊的有新乡市第二
人民医院急诊科、消化内科、骨
一科专家共 7 人。他们为给村
民提供更贴心的义诊服务，还
带去了心电图机、血压计、血糖
仪等设备。

“大娘，您的血压和血糖都
有点儿高，平时吃药了吗？吃
的是什么药？”“老先生，我建议
您平时服用复方丹参片，它可
以改善您的心脏供血功能。”在

义诊现场，专家李红一边为村
民义诊，一边叮嘱村民相关注
意事项。

李红是新乡市第二人民医
院急诊科的资深专家，有着丰富
的出诊经验。“新乡市第二人民
医院急诊科是一支‘有温度’的
医疗团队。科室最大的亮点就
是把技术操作动作制作成了视
频。”李红说，该院急诊科除了
要求医务人员在第一时间赶到
患者身边外，具备过硬的急救
操作技巧是必须的。为了让医
院所有医生和护士掌握更专业
的急救操作技巧，急诊科把心
肺复苏术等操作步骤制成了分
解式视频。这样一来，医务人员
就更容易掌握急救操作技巧，患
者也可以享受到更有效的诊治。

据了解，在走基层送健康
知识大型公益活动举办当日，
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专家共为
辛店村 200 余名村民送去了爱
心义诊受到了村民们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