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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与法

与省卫生计生监督局联办

“执法为民·护卫健康
护卫健康”
”
系列报道之十四 鹤壁篇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荣珍 黄丽 特约记者 李磊 实习生 马姚姚 通讯员 刘志伟 /文图

在线监管全覆盖 放射诊疗更安心
X 射线摸不见体，闻不识味，不易察觉，即
便被照射，一时半会儿也显露不出它的危害，可
是，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却不容小觑。近日，河
南法制报记者走进鹤壁市卫生计生监督局采访
了解到，该局不懈努力，在卫生监督管理信息化
道路上迈出了创新的一步，吸引了山东、贵州、
广西等 13 个省区的同行来鹤壁交流学习。
以往，由于基层卫生监督力量不足，传统监
督方法单一，手段落后，造成监督难、取证难，加
上医疗机构依法执业意识不强，自身管理不到
位，放射工作人员安全观念淡薄，在放射诊疗活
动中对患者和受检者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以
及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和个人剂量监测
等日常管理不规范的违法违规现象普遍存在，
危害了患者和受检者、放射工作人员的身体健
康，
给医疗服务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技术在各
领域逐步得到推广应用。省卫生计生委审时度势、
科学谋划，
在2016年启动实施卫生行政执法在线
监督创新试点工程，鹤壁市被省卫生计生委确定
为全省放射卫生在线实时监督试点单位，
在
“互联
网+卫生监督”
管理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鹤壁市卫生计生委把放射卫生在线实时
监督试点工作作为重点内容纳入年度工作目标
管理，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并组织人员到信
息化建设先进地市学习交流。鹤壁市卫生计生
监督局按照省、市卫生计生委的要求，成立了领
导小组，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和医疗机构充分
沟通交流，先后在全市 56 家医疗卫生机构安装
视频监控器，
实施了远程在线监督管理。
今年 3 月，该局又全面启动了放射卫生在线
监督试点工作“提质扩面”工程，市县两级卫生

监督机构加强技术指导和工作进展督导，将在
线视频监控扩展到全市所有开展放射诊疗的医
疗卫生机构，增加了在线辐射剂量监测和放射
诊疗机构基本信息在线管理功能，建立了全市
放射卫生在线综合监督管理平台系统，实行系
统预警管理，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
鹤壁市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杜飞说：
“放射
卫生在线监督有效提升了医院的管理水平，最
大程度降低了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危害。医疗
机构依法规范开展放射诊疗服务，对医护人员
和诊疗患者都有很好的保护意义。
”
据统计，鹤壁市放射诊疗防护用品使用率
由在线监督管理前的不足 30%，提高到现在的
近 100%；通过社会问卷调查，人民群众对在线
监督的支持率和满意率都达到 100%。受检者
高某说：
“ 操作规范了，消除了我们的疑虑和担
心，我们更有安全感了。”受检者孙某某表示，全
程监督，随时点看，有依有据，有利于医患纠纷
的处理，
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一种促进。
通过在线监督管理系统，卫生监督员能够
及时、直观、系统地了解医疗机构放射诊疗场
所、设备和人员等情况，进行信息采集、储存、在
线查询和监督管理，
可以随时根据网络信息和预警
情况实施非现场监督，
对放射卫生诊疗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能够及时处置。同时，
通过非现场执法，
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现场监督检查对正常医疗活动
的干扰和影响，
提升了监督执法服务水平。鹤壁市
卫生计生监督局局长李峰介绍，
通过推行
“互联网+
卫生监督”
方式创新，
依法有效保障广大人民群众
就医安全，也是进一步推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的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的有力措施。
经过一年多试点工作的开展，鹤壁市放射

肉毒素的功与过
□河南法制报记者 黄丽
通讯员 吴红霞 朱显昀

▲检查放射设备的防护措施
卫生在线监督创新试点工作实现了三个全覆
盖：在全市所有开展放射诊疗工作的医疗卫生
机构实现了在线视频监控管理全覆盖；在全市
所有开展放射治疗和核医学工作的医疗机构
实现了辐射剂量在线监测全覆盖；实现了对放
射诊疗管理全流程各环节在线监督管理全覆
盖。此举有效规范了放射诊疗卫生安全管理
程序，保障了患者和受检者的健康权益，维护
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就医安全。

我省计划生育监督工作教研组成立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黄丽 实习生
马姚姚 通讯员 李晓曼）8 月 7 日上午，省卫
生计生监督局计划生育执法监督业务骨干
培训班开班,各省辖市、省直管县相关科室负
责人及业务骨干参加。
会上成立了全省计划生育执法监督工作教
研组。据了解，
这是该局成立的第12个教研组，
教研组成员由省、
市、
县（区）各级卫生监督机构
的业务骨干组成，
这标志着我省计划生育执法

监督工作有了自己的专家团队和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
更好地为广大妇女儿童的健康权益服务。
“安全有效的母婴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是人生健康的第一关。我们要始终坚
持以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为根本，以确定
计生监督工作法定职责为基础，以计生监督
实际工作需求为导向，以推进依法开展执法
监督工作为重点，进一步规范监督人员的行
政执法行为和技术服务机构的执业行为，积

极推动我省计划生育执法监督工作迈上新
台阶。”该局相关负责人在培训班上指出，各
地 要 加 大 创 新 工 作 力 度 ，积 极 探 索“ 互 联
网+”，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实施精准
监督，切实提升监督效能。
在为期 4 天的培训会上，省卫生计生委
妇幼处副处长李华伟和来自辽宁、浙江等地
的业务领导进行了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度解
读、探讨，分享了工作经验和典型案例。

惊心动魄 10 分钟

▶8 月 6 日，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医护
人员全力配合，
在不到 10 分钟的时间里抢救一个重度
窒息的新生儿。当小家伙儿用响亮的声音宣告他平安到来
时，
大家才发现，
从病房发现产妇脐带脱垂的那一刻开始，
为保护胎
儿，
产科副主任张珂的手就一直放在产妇宫颈口处托举着胎儿头
部，
为了保持这一姿势，
她不得不一直跪在运送产妇的平板
车上，
就这样直到术后新生儿平安降生……
河南法制报记者 黄丽 通讯员 彭永强
邵文嘉 摄影报道

“人文巩医”讲故事——
对于烧伤整形外科来
说，烧伤创伤治疗是基础，是
医护人员救死扶伤的使命；
整
形修复是本质，
是医护人员捍
卫美丽的职责。在巩义市，
说
起烧伤整形外科，
人们就会想
到巩义市人民医院。无论是
烧伤创伤患者，
还是希望自己
变得更好看的患者，
巩义市人
民医院烧伤整形外科的医护
人员都全心全意为患者着想，
利用自己善于审美的双眼与
灵活的双手救死扶伤，同时
为患者打造美的盛宴。

守护美丽的白衣天使

2017 年 6 月的一个下午。120 急救中心接来
了一对因液化气爆炸被烧伤的夫妻。巩义市人民
医院烧伤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王勇立刻与麻醉
科、呼吸科等科室医护人员一起对患者展开抢
救。男性伤者受伤较严重，烧伤面积达到 70%，并
伴有呼吸道烧伤。女性伤者烧伤面积约 30%，伤
者因剧烈疼痛痛哭。经过紧张的抢救工作，伤者
的病情趋于稳定，生命指征逐渐平稳。之后，医护
人员为伤者进行多次切痂、植皮手术及换药治疗。
每一个大面积烧伤患者的救治，都凝聚着该
科全体医护人员的心血与汗水，尽力做到让每一
个患者伤而不残，
残而不废。
近日，由于雨水频繁，路面湿滑，导致车祸频
发。在一个暴雨天，一名车祸伤者从其他医院转

■讲医说法

院来到巩义市人民医院烧伤整形外科。伤者面部
严重毁损，失血过多，生命垂危。本着以人为本、
救死扶伤的原则，王勇立即对患者实施伤口清创、
面部止血。经过紧张有效的抢救，患者脱离了生
命危险。又历经数小时的手术，王勇用精湛的整
形外科技术对患者的面部进行了缝合。
随着社会的发展，烧伤整形外科技术也在进
步。巩义市人民医院从最初面对烧伤类的重症患
者无力救治，到现在不用转院就可康复，这是该科
全体医护人员努力学习、辛勤工作的成果。
该科的工作具有急、忙、脏、累的特点，面对伤
势危急的患者，医护人员必须眼疾手快，迅速对患
者伤口进行处理，换一次药持续两三个小时是家
常便饭。面对各种外伤，他们总是要花费数小时

肉毒素是一种神经毒素，也
称肉毒毒素。它通过阻断神经
与肌肉间的神经冲动，暂时麻痹
肌 肉 ，使 肌 肉 因 失 去 功 能 而 萎
缩，来达到雕塑线条的目的，也
就是通常所说的去皱和瘦脸。
一些爱美人士为了美丽对肉毒
素的负面影响视而不见，甚至选
择非医疗机构注射，从而造成不
良影响。
日前，省卫生计生监督局医
疗监督科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河
南法制报记者，早在 2008 年，国
家就下发了《关于将 A 型肉毒毒
素列入毒性药品管理的通知》，
2016 年再次下发《关于加强注射
用 A 型肉毒毒素管理的通知》，
进一步加强对 A 型肉毒毒素的
管理。
近两年来，有一些因注射肉
毒素造成神经中毒的患者出
现。患者入院前，曾为瘦脸、瘦
腿等美容需求，在非医疗机构注
射过肉毒素。
不当使用肉毒素对面部注
射后，可能会发生局部出血、上
睑下垂、眼睑闭合不全、复视、斜
视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肌肉松弛
麻痹，甚至引发呼吸衰竭、心力
衰竭等危及生命健康的症状。
目前，原国家食药总局仅批
准上市了两种注射用 A 型肉毒
毒素,分别为兰州生物制品研究
所生产的国产药品（商品名：衡
力 ） 和 AllerganPharmaceutical⁃
sIreland 生 产 的 进 口 药 品（商 品
名：保妥适 BOTOX），请消费者
使用时注意辨别。
根据相关规定，医疗机构或
医疗美容机构应当向药品生产
和进口企业指定的经销商采购
注射用 A 型肉毒毒素。药品批
发企业只能将 A 型肉毒毒素制
剂销售给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的医疗机构或医疗美容机
构，未经指定的药品经营企业不
得购销 A 型肉毒毒素制剂。
消费者应到取得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的正规医疗机构或
医疗美容机构进行注射美容。药
品的生产企业、
经营企业、
医疗机
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
理法》规定，
给药品使用者造成损
害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占伟 通讯员 张婷婷

的时间，对伤口进行清创、缝合。责任感支撑着他
们不怕苦、不怕累，
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
随着工厂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及操作流程的
逐步规范，生产事故逐年下降，烧伤的病人也越来
越少，
对此，
该科医护人员倍感欣慰。
该科目前正在向创伤修复、创面修复、压疮治
疗等方面发展。同时，
随着人们生活越来越好，
人们
对美也有了更多的需求，
基于此，
该科也致力于整形
美容医疗的发展，
并有了质的飞跃。王勇是目前巩
义市唯一一个具有高级职称的整形外科医师。
为了患者的美丽，该科的全体医护人员一直
在努力学习、努力进步，让技术越来越完善，让患
者康复出院。守护患者的美丽是烧伤整形外科最
大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