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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改善医疗服务、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系列宣传报道 ⑥

□本报记者 李冰
本报通讯员 何慧

5月 31日，周二，上午8:00。开封
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刘静宇带领
医务部、总务科、基建科负责人及主管
副院长一同到神经内科三病区查房，现
场解决早上7:45院总值班交班会上反
馈的问题。

只要是需要主要领导解决的问题，
刘静宇一定会带着相关人员到现场查
看，并现场决定解决方案、现场约定解
决时间、现场确定验收时间。现场办
公，刘静宇一直坚持，像制度一样执行。

制度 让管理工作效率满满
每周三上午，是开封市中心医院举

行医院业务口例会的时间。医务、护
理、控感、医保等12个业务管理部门负
责人员及医院主要领导参加会议，汇报
上周工作、明确下周计划。

例会，是开封市中心医院的一项制
度。此外，制度，覆盖开封市中心医院
方方面面的工作，每一项管理又有其多

层次的细化管理规定。如为全面提升
医疗质量，建立了医疗、护理、控感、医
保新农合及医患五大业务管理体系。

“管理制度化，让医院行为有规范
可循，产生的结果一定是对员工和患者
有益的。”刘静宇特别提到，“制度是拿
来用的，不是看的。制度制定的好不
好，要拿来落地来验证。”

据开封市中心医院院长助理、医务
部主任赵海源介绍，按照医患管理体系
对医患纠纷进行应对后，开封市中心医
院 2015年产生的医患纠纷比 2014年
下降了20.6%。

按制度办事成为开封市中心医院
的一种行为文化，并日益形成一种良好
的管理机制，促进医院各项工作蓬勃发
展。

2015年 12月，开封市中心医院成
功获得国家自然基金依托单位，也是
该院首次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2015 年共发表 SCI 文章 2篇、中
文核心期刊（北大版）15篇、国家级期
刊 75 篇、省级期刊 15 篇。医院共有
100 人次当选国家级医学会委员或

省、市级各专业分会主任委员或副主
任委员。

文化 让管理制度情意满满
采访中，赵海源特别介绍了开封市

中心医院“感动医院十大人物”评选活
动，每年医院都会举行盛大的颁奖典
礼，并通过多个媒体在开封市进行全方
位的传播。在已经评选出的两届20位
感动医院的人物中，有医生、护士、保洁
员，不论年龄、不分职称，只为他（她）们
的坚持和大家心中的那一份感动。

“开封医苑”，是开封市中心医院的
院报，全国优秀院报。每月一期，每期8
个版面。打开院报，没有满眼的管理规
定，没有长篇大论的领导讲话，只有对生
命的尊重和关怀，语言简单、亲切、明快。

为了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医院
于 2014 年成立了包括游泳、田径、球
类、集邮棋牌、摄影、文艺在内的“六大
职工文体协会”。

每年三八节，每一位女员工都会收
到医院领导班子亲手送上的玫瑰花；每
一位员工在生日当天，都会收到医院送
来的蛋糕……

医院文化是医院的精神内涵，是医
院气质的集中体现。医院文化滋养着
开封市中心医院制度化管理的推行，制
度化又反过来丰富着开封市中心医院
的医院文化。

“一个眼神、一句话语，可以凸显优
势、也可以暴露不足。”刘静宇感慨地
说，“改善医疗服务、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是一项全方位的工程，是对医院全面工
作的检阅。管理科学与否，让患者的就
医感受来验证！”

2015年，开封市中心医院门急诊
572422人次，同比增长9.02%；出院人
数 40175人次，同比增长 2.53%，手术
例数10455例，同比增长8.2%；病床周
转次数35.4次；全院药占比38.36%，同
比下降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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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牟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对辖区内河南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郑州博瑞嘉商贸有限公司和郑州
方欣生物有限公司进行集中约谈。

会议传达了《关于开展河南省医疗
器械经营企业冷链管理监督检查工作的
通知》精神；对约谈企业存在的冷链产品
储存运输设施设备不完善、质量负责人

未尽职履责等问题逐一通报，对产生问
题原因进行深入剖析，并制定扎实整改
措施。

要求三家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一是完善医疗器械冷链管理相关制度；二
是对发生的问题进行彻底整改；三是按时
提交整改报告，接受监管部门验收。

(杨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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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改善医疗服务，不断提升患者的就医感受，对医院是一种要求更是一种考验，涉及医院

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

近年来，开封市中心医院不断加大工作制度化的力度，致力于建立良好的管理机制，确保各项

工作可执行、可考核、见成效，让医疗服务的持续改善成为常态。

创新机制 完善管理

开封市中心医院气象新

①儿童节当天，郑州市儿童医院四所医院开展了系列庆祝活动。5000
多名患儿享受到了免收挂号费和诊查费的优惠,100罐进口奶粉送到了47
个困难家庭的新生儿手中，10个科室联合为患儿准备了贴心的诊疗优惠健
康大礼包。此外，电影、阅读、义诊、小丑表演等多项活动让小朋友和家长
乐在其中。图为郑州市卫计委主任付桂荣走进东区医院，为孩子们送上节
日祝福。 （万道静）

②6月6日是第21个全国爱眼日，“2016年郑州市民生‘十大实事’项目——
免费为全市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在郑州市二院正式启动。 （陈燕）

③6月5日，河南“红会送医计划”农工党河南省委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
到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送医活动。当日，500多名群众受到了红会送
医的福利。图为专家正在给一名患者进行义诊。 （常亚民 肖英权）

④5月份，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了以保持党的纯洁性为主
题的“党风廉政宣传月”活动。旨在通过系列的宣传教育，筑牢党员干部拒
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为医院建设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保障。 （焦钧）

6月 2日，濮阳市卫生计生委、
濮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濮水公
园举办了“健康中原疾控行”濮阳站
启动仪式暨“万步有约”大型健步走
活动。

启动仪式上，濮阳市把九支“健
康中原疾控行”队旗授予五县二区、
中原油田和市直志愿服务队。濮阳
市及各县区将以“健康生活·预防疾
病”为主题，围绕膳食与健康、运动与
健康、心理与健康、慢病防控与健康
这四项内容持续开展健康教育进机
关、进社区、进学校等系列活动，把健
康理念及知识传播到千家万户，并通
过开展“健康家庭”、“健康达人”、“健
康儿童”评选，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
与，提高健康素养水平。启动仪式结
束后，现场500多人参加了“万步有
约”大型健步走活动。

据悉，“健康中原疾控行”是河
南省卫计委、省疾控中心为适应当
前卫生事业发展需要，满足群众日

益增长的健康与防病需求在全省范
围内开展的活动。目的是通过广泛
传播预防疾病相关健康知识，引导
树立健康观念，养成健康行为，提高
群众健康素养水平；同时积极探索
全省疾控机构联动，媒体与社会力
量广泛参与的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
育与健康促进工作模式，形成疾病
预防控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规
模效应和品牌效应，促进我省疾病
预防控制工作的科学发展。5月20
日，河南省“健康中原疾控行”活动
在省会郑州启动，截至 12月底，将
持续在全省18个省辖市和10个省
直管县开展。濮阳市是省辖市“健
康中原疾控行”的首站。

另据悉，活动当天，濮阳市还邀
请河南省健康教育与慢病防治所所
长周刚，在该市开发区政府二楼会
议室作了题目为《健康生活的基石》
健康讲座。

（王俊霞 张强）

近日，从河南省卫生计生委获
悉，河南将加大县乡公立医疗机构人
才队伍“输血”力度，在去年实施医学
院校毕业生特招计划的基础上，今年
将以增加招聘专业、放宽报考条件、
提升福利待遇等更加优惠的政策为
全省县乡公立医疗机构公开特招
3800名大专以上医学毕业生。

与往年相比，本年度特招计划在
政策规定上更为优惠。招聘单位更
加广泛，涵盖了县级人民医院、中医
院、妇幼保健院、疾控中心以及乡镇
卫生院；招聘专业大幅增加，针对本
科及以上学历人员今年新增了医学
影像技术、康复治疗学、医学检验技
术、药学、中药学、护理学、预防医学
和医学信息管理八个专业，针对大专
学历人员新增了康复治疗技术、医学
影像技术、医学检验技术三个专业；
报考条件不断放宽，应届和往届医学

院校毕业生均可报考。报考毕业生
均不受地域、性别、年龄等限制。

同时，待遇保障及福利政策也更
加优厚。省级财政对招聘的研究生、
本科生按大学期间费用给予补偿性
补助，标准为：研究生每人每年9500
元，补助3年；本科生每人每年6000
元，补助5年，在编制管理上，用人单
位要优先解决特招生的入编问题，不
受服务期限限制；在福利待遇上，由
所在单位发放绩效工资，并为其办理
社会保险；特招到乡镇卫生院的本科
生在日后晋升职称时，享受一次提前
一年晋升职称的优惠政策。

具体招聘工作由各省辖市、直
管县（市）自行组织实施，并将招聘
方案公布在人社局或卫生计生委官
网上。预计7-8月份进行网上报名
和笔试。

（闫良生 王开放）

我省加强县乡医疗机构人才培养

“健康中原疾控行”首站在濮阳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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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6日晚，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
游戏第2016065期开奖，这是今年七乐
彩1亿元派奖活动启动后首期开奖；当
期开奖基本号码为 02、15、18、22、23、
24、30，特别号码为06。

相比以往七乐彩派奖，此次派奖除
每期安排 200万元进行派奖外，还在 6
月6日、7月7日、8月8日三大惊喜日，分
别追加派奖奖金1000万元，因此，依照
派奖规则，本期派奖奖金为1200万元。

头奖1注 花落浙江
当期七乐彩头奖开出1注，单注金

额291万多元，由于该注一等奖为复式
投注，将参与七乐彩 1亿元派奖活动，
因此其最后中奖金额为791万多元（含
加奖500万元）。该注一等奖被浙江彩
民所中得。当期二等奖开出 25注，单

注金额1.6万多元。
当期基本号码大小比为5∶2，三区比

为1∶2∶4，奇偶比为2∶5。基本号开出一
枚隔码02，两枚重复号15、23，一组三连
号22、23、24；开出一组同尾号02、22。

销量1234万 下期派奖900万

当期七乐彩全国销量为1234万多
元。其中，山东当期七乐彩销量为286
万多元，高居第一，福建则以 104万多
元销量位列第二，浙江以 81万多元销
量排名第三，广西69万多元排名第四，
河北62万多元跻身第五的位置。

本期计奖后，七乐彩奖池为 0元。
另外，七乐彩 1亿元派奖继续进行中，
本期计奖后，派奖奖金剩余9500万元，
下期派奖金额为900万元。

七乐彩派奖首期开出791万头奖
下期继派900万奖金

6 月 5 日，洛阳市组织召开了全

市福彩“快 3”优秀站点培训暨表彰

会议。会上，对该市销售业绩突出

的站点颁发了荣誉奖牌，并奖励了

“快 3”电子走势图。

来 自 江 苏 优 秀 投 注 站 的 仲 建

华，用生动鲜活的语言，通过讲授、

讨论、模拟、游戏、点评的授课方式，

在“快 3”游戏特点、规则、选号技巧，

营销理念与服务意识，如何开发新

彩民，如何为彩民提供优质服务等

方面实用知识进行了培训。同时，

仲建华老师与台下站点业主进行了

互动交流，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

了详细的解答。培训会现场气氛热

烈，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本 次 培 训 会 取 得 了 良 好 的 效

果，在场的站点业主纷纷表示，老师

讲授的知识点十分精炼实用，为他

们打开了一扇见识和了解先进销售

理念的窗户，激励了自己的销售斗

志，并会将培训的所听所得运用到

日常的销售当中。 (王龙)

洛阳召开福彩“快3”优
秀站点培训暨表彰会

详情咨询以下旅行社

郑州市
中原铁道国旅：
0371-68327983
0371-68327222
大团队：
15538116668
河南康辉国旅：
0371-68263977
河南中原国旅：
0371-65910303
河南国旅：
0371-65851237
河南百事通(各大门店均可报名)：
0371-55689736
河南万达旅行社：
0371-66663330

濮阳市
濮阳假日旅行社：
0393-6661788
13839307208
濮阳百事通旅行社：
0393-8567888
洛阳市
洛阳新闻国旅：
0379-63232365
新乡市
新乡旅游百事通：
0373-3807781
安阳市
安阳康辉旅行社：
0372-5980699

许昌市
许昌康辉旅行社：
0374-2125111
许昌飞扬旅行社：
0374-7055111
平顶山市
平顶山华通旅行社：
0375-4807830
平顶山鹰城旅行社：
0375-6152555
平顶山中港旅行社：
0375-2303666
漯河市
漯河妇女旅行社：
0395-3133577

漯河铁路旅行社：
0395-5966697
商丘市
商丘中国旅行社：
0370-2676333
开封市
开封青年旅行社：
0371-25998820
焦作市
焦作新闻旅行社：
0391-2622919
晋城市
晋城东方旅行社：
0356-6990255

张掖丹霞山张掖丹霞山、、酒泉航天城酒泉航天城、、甜美哈密甜美哈密、、盛世新疆盛世新疆、、中卫沙坡头……中卫沙坡头……

【【豫哈丝路行之传奇丝路豫哈丝路行之传奇丝路】】援疆旅游专列即将启程援疆旅游专列即将启程！！

空调专列空调专列1111日游日游,,29802980元起元起，，66月月1414日开行日开行!!

在那遥远的地方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个甜蜜之乡有个甜蜜之乡

本次行程中特色景点“哈密”，自古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素有“西域禁喉”、“新疆门户”之
称，“这个星球有的哈密都有，星球没有的哈密也有。”可谓游哈密而知新疆，哈密人热情好客，瓜
果的甜蜜，美食的味道，更让人难忘!

哈密东天山雪景哈密东天山雪景

巴里坤古城 陈志勇 摄

伊吾胡杨林 古槎锁玲珑
杨惠耘 摄

6月 4日，北京协和老年缓和医
疗团队走进郑州市九院进行学术交
流。这是该院引进国内外知名医学
学科重点团队合作以来，北京协和老
年缓和医疗团队第二次走进该院。

据了解，为了增强郑州市九院
医院姑息（缓和）中心医务人员整体
诊疗及服务技能的提升，该院派姑
息（缓和）中心医护骨干赴北京协和
医院参加了北京协和舒缓培训班；
学科带头人李玲博士受邀赴北京协
和医院为研究生进行姑息（缓和）临
床授课，按照既定计划，北京协和老
年缓和医疗团队张宁医生到郑州市
九院姑息（缓和）中心进行临床疑难
病例讨论，学术交流及科研合作讨
论，并受聘为该院姑息（缓和）中心
专家。

此次交流再次进行了数例疑难
病例讨论。直肠癌术后十年肝转移
姑息（缓和）治疗患者、胚胎发育不全

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临终关怀患者、
脑胶质瘤术后复发合并呼吸道肉芽
肿患者、肿瘤合并糖尿病截肢术后临
终关怀患者等，患者是在其他地方长
期反复治疗宣布不治之后，慕名辗转
送至市九院姑息（缓和）中心求诊求
治的。李玲博士带领姑息（缓和）医
护团队专注于症状控制，对患者进行
情绪疏导，极大程度地改善患者生存
质量（进行姑息缓和治疗），致力于提
供姑息（缓和）专业最富特色的人文
关怀，目前，患者尤其是家属开始重
新认识和对待疾病甚至是死亡。在
此环节，张宁对郑州市九院姑息（缓
和）中心提供的专业病例简报赞不绝
口：“没想到在这里居然可以看到与
国际国内一流医疗机构相比毫不逊
色的病例简报！”

交流中，张宁还跟大家分享了
AGS提出的临终关怀八要素。

（李淑丽 黄敏）

京豫专家深入交流“缓和医疗”
为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保护食药行

业的声誉，保证居民吃上放心食品，用上放
心药，促进食品药品行业的振兴和可持续
发展，6月1日，民权县召开食品药品行业
联合会成立大会。县领导朱华光、县食药
监局党组书记邵忠杰等相关部门领导以
及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工代表、餐
饮行业、药品（医疗器械）行业、保健食品、
化妆品行业代表等131人参加会议。

会议对食品药品行业联合会的章
程进行介绍和说明，以举手表决的方

式，先后通过了联合会会长、副会长、
秘书长、监事、理事人选。食品药品行
业联合会的成立，是新形势下创新发
展工会工作的一次有益尝试，是该县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监管
工作“四个最严”要求的具体措施。联
合会要维护行业和会员合法权益，发
挥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
会员单位提供食品药品法律培训、行
业指导、咨询服务、专业培训等服务。

（霍天艳 周杰）

民权县成立食品药品行业联合会

为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加快推进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加强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切实提
高县级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
近日，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与
中牟县中医院结为协作单位签约揭牌
仪式在中牟县中医院隆重举行。

中牟县中医院与广安门医院建立全
面合作关系将借助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

门医院学科、人才、技术、科研、品牌、管
理等优势，实现技术、人才、管理等资源
共享，促进医疗资源整合，努力打造区域
性中医医疗中心，进一步发挥中医药诊
疗优势，打造和提升特色服务品牌，广安
门医院选派专家，定期到中牟县中医院
坐诊、查房、进行医务人员培训和指导，
让中牟的老百姓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国
家级一流专家的医疗服务。 （王伟玲）

中牟县食品药品监管局

约谈3家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广安门医院与中牟县中医院签约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