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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丘讯 2 月 3 日
下午，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在门诊楼五楼大礼堂召开
了2023年工作会议。商丘
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韩传恩出席会议并以
《踔厉奋发再谱新篇为建设
河南省区域医疗中心而努
力奋斗》为题作了工作报
告，对2022年工作进行回
顾总结，对2023年工作任
务进行安排部署。商丘市
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
李传中主持会议。

韩传恩指出，2022年，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按照

市委、市政府和省、市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要求，全院
干部职工以仁心守初心、
以责任担使命，始终保持
清醒警醒、不懈不怠，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坚持统筹做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和日常诊疗工
作，为护佑人民健康、推进
健康商丘建设做出了不懈
努力和积极贡献。

韩传恩强调，2023年是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商丘
市第一人民医院继续调结
构、保安全、促发展的关键

一年，做好今年的工作意义
重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全院干部职工要继续发扬
伟大抗疫精神，始终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重德精
业、求实创新，履职担当、主
动作为，统筹发展与安全，
在坚持做好疫情防控和医
疗救治工作的同时，加快推
进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三甲医院复审、三级公立医
院绩效考核等重点工作开
展，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促进商丘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踔厉奋发 再谱新篇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窦心雅 文图

本报商丘讯 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国家
依法筹集用于垫付机动车
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抢
救费用、丧葬费用和一次性
困难救助费用的社会专项
基金。《河南省道路交通事
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
（豫政办﹝2015﹞143号）于
2015 年 11 月 7 日正式颁
布，《办法》中规定，只要在
河南省境内发生机动车交
通事故，抢救治疗医院或殡
葬机构在河南省且符合申
请条件的均可申请办理救
助。

记者了解到，1 月 17
日，商丘市救助基金服务站
救助一名80余岁的交通事
故受害人王先生，并为其垫
付了抢救费用 13.50 万余
元。

2022 年 12 月 9日，在
商丘市316省道毛堌堆高
速口西500米处，王先生驾
驶电动三轮车在路上被一
辆机动车撞伤，商丘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事故处理大队
民警刘勋第一时间赶赴事
故现场，通知120急救中心

将伤者送到商丘市第一人
民医院进行抢救，并向商丘
市救助基金服务站发送救
助基金垫付通知书。

商丘市救助基金服务
站工作人员刘晓琳及时前
往医院进行调查，经了解，
王先生伤势不断加重，其家
庭经济拮据暂时拿不出高
额抢救费用，随时有生命危
险。

针对这种情况，民警刘
勋及救助基金服务站工作
人员刘晓琳多方与医院为
伤者开通抢救“绿色通道”，
进行了抢救手术，让伤者在
最短的时间内脱离了生命
危 险 ，并 为 其 垫 付 了
135025.72元，帮助其渡过
难关。

据了解，自中原农险承
办河南省道路救助基金以
来，商丘市救助基金服务站
先后帮助1730余名交通事
故受害者申请救助资金高
达7442.50万余元，大大缓
解了事故当事人的燃眉之
急，化解了当地社会矛盾，
为构建和谐平安商丘提供
了有力保障。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刘晓琳

本报商丘讯 又是一年
春来到，春意融融闹元宵。
2月4日，商丘市中心医院
孕妇学校举办“庆新春 迎
元宵”主题活动，现场气氛
热烈高涨。

“希望每一个来参加活
动的孕产妇都能够有所收
获。”商丘市中心医院护理
部主任王丽在致辞中介绍，
该院妇产科作为该市急危
重症孕产妇救治中心，从无
到有，从有到优，不断提高
全体医护人员的业务素质
和急危重症的救治水平，用
扎实精湛的医疗技术和先
进的医疗设备支撑起患者
的生命安全。

孕 期 有 哪 些 必 查 项
目？孕妇什么时候开始可
以数胎动？如何数胎动
……商丘市中心医院产科
护士长童亚伟围绕《孕产妇
如何做好孕期的管理》向在
座的各位孕产妇做了详细
介绍。

“今天学到了很多孕期
的保健知识，能初步识别高
危情况。网上查那么多，都
不如亲自来现场听课来得
实在。”前来参加活动的孕
产妇朱敏说，现场听讲更生
动，更容易理解，有不懂的
还可以问专家，妇产科主任
王艳丽有问必答，很亲切。

猜灯谜、做灯笼、跳互

动操……现场设置了众多
有奖竞答的环节，趣味猜灯
谜将知识性、趣味性融为一
体，准爸爸准妈妈都非常聪
明，竞相参与，全场气氛活
跃，对于医护人员提出的各
种灯谜，家属们纷纷争相抢
答，在收获知识的同时，还
获赠了不少精美礼品。

随后，该院妇产科医护
人员将制作灯笼的材料一
一发给大家，并为孕妈们讲
解了胎教手工的益处及手
工灯笼的制作过程。孕妈
们听得认真，制作起来也丝
毫不马虎，拿着自己亲手制
作的灯笼都很开心。

商丘市中心医院
健康宣教 让“孕育”更科学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实习生 刘硕

本报商丘讯 为更好地
开启新征程，保证孩子们以
最佳状态投入新学期，2月4
日，商丘市前进小学教育集
团昆仑路校区开展了“家校
云相遇，携手再出发”的线上
家长会。

本次家长会要求全体班
主任结合本班实际情况，细

心准备本次线上家长会的发
言稿和课件，班主任们积极
配合，准备充分，老师、家长、
学生齐聚线上，分别从收心
教育、心理健康、安全教育及
新学期要求等方面进行了深
入交流。

各班班主任结合班级情
况，从保持良好生活习惯、家

校之间相互配合、帮助孩子
了解安全知识、提前进入学
习状态、开学安排等方面与
家长进行了交流。

据了解，本次线上家长会
密切了学校与家庭的关系，让
家长切实感受到了学校教育
的温度，在家校之间架起了一
座心意相通的桥梁。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谢晓燕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召开2023年工作会议现场

本报商丘讯 新的一
年，商丘市睢阳区卫生健康
委员会将进一步全面贯彻

“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
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
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
策，人民共建共享”新时代
卫生健康工作方针，助推健
康睢阳行动，保障人民生命
健康安全。

打牢基层疫情防控基
础。加大医疗资源建设投
入，统筹城乡医疗资源，依
托基层医疗机构15分钟诊
疗服务圈，畅通发热患者诊
治渠道，引导群众有序就
诊，对病情较重、超出基层
诊治能力的及时向二级以
上医院进行转诊。强化养
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重
点机构和农村地区疫情防
控和救治工作。

强化医学学科建设。
强化医疗资源统筹协调，加
强重症诊断、转运、救治能
力建设，扩充 ICU 床位数
量，确保急危重症人员及时
得到救治。

加强疾病预防控制能
力建设。持续推进60岁以
上老年人疫苗接种工作，筑
牢免疫屏障。巩固提高适
龄儿童国家规划疫苗接种

率，持续开展传染病疫情监
测、传染病疫情处置、传染
病漏报调查，提升传染病监
测和预警能力，提高对突发
疫情的调查处置能力。

抓牢医疗质量和医疗
服务。加大对各级各类医
疗机构的监管检查指导力
度，全面增强院内感染防
控意识，防范风险隐患。
着力加强儿科、精神卫生、
老年护理、康复等薄弱领
域医疗服务能力建设。推
进二级综合医院对口支援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持续推进完善公
办医疗机构中医馆建设，
提高中医医院和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中医优势病种诊
疗能力、中医药综合服务
能力。

持续推进国家卫生城
市创建。大力推进爱国卫
生运动，倡导文明健康、绿
色环保生活方式进单位社
区、进学校家庭，引导群众
履行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
责任，坚持“条块结合、以块
为主”工作机制，持续推进
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
作，狠抓病媒生物防制，保
持病媒生物防制C级标准，
营造优良人居环境。

商丘市睢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助推健康睢阳 保障生命安全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曹永宏

救助基金解危救急
1700余名交通事故受害者获得帮助

家校云相遇 携手再出发
商丘前进小学教育集团昆仑路校区举行线上家长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