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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召开 2021 年工作会议，院长韩传恩说——

“力争在高精尖标志性技术方面
取得新突破”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陈钦正 文图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召开 2021 年工作会议

本报商丘讯 2 月 26 日，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在门诊
楼 五 楼 召 开 2021 年 工 作 会
议。会上，商丘市第一人民
医院党委委员赵乐营宣读了
《中共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委 员 会 关 于 表 彰 2020 年 度
先进党总支、先进党支部和
优秀共产党员的决定》
《商丘
市第一人民医院关于表彰
2020 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的决定》，与会院领导分别
为 2020 年度先进党总支、党
支部、管理创新奖、优质服务
奖、质量效益奖和优秀共产
党员代表、十佳管理者、十佳
医生、十佳护士、十佳青年获
得者颁奖。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党
委书记、院长韩传恩以《担当
新使命 展现新作为 为建设
区域性医疗中心而努力奋斗》
为题作了工作报告。会议由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副
书记李传中主持。该院领导
王春玉、寇学斌、石红英、王

雷、刘世界、张玉玲和 400 余
名职工代表参加了会议。
韩传恩在总结 2020 年工
作时说，2020 年，商丘市第一
人民医院在商丘市委、市政府
和省、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
领导下，
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
坚持以患者为
中心，以深化医改为动力，强
化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控
制医院运行成本，
加大医保控
费力度，
重点抓好关键技术突
破，努力打造一批有实力、有
影响的学科，实现了医院平稳
持续发展，较好地完成了全
年的各项工作任务。尤其在
全面加强党建和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上取得新成绩；齐心
协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取得新成效；深入开展“法
律法规落实年”活动取得新
进步；ECMO 等标志性技术
应用取得新突破；科研与教
学工作取得新提高；人才引
进与培养工作得到新提升；
医疗质量与安全工作取得新

成效；
“ 两围绕”服务取得新
进步；医院经营管理得到再
加强；医院文化建设得到了
再深化；医院信息化建设再
上新台阶；各项运营指标达
到预期目的。
韩传恩在安排部署 2021
年工作时说，新的一年，大家
要坚持以患者为中心，
以公立
医院绩效考核为导向，
加大医
保控费力度，
控制医院运行成
本，
力争在高精尖标志性技术
方面取得新突破，
努力创建省
级区域性医疗中心。
韩 传 恩 强 调 ，为 确 保 完
成 2021 年 医 院 各 项 目 标 任
务，要努力做好以下十项重
点工作。分别是要全面加强
党的建设，把党建工作摆到
更加突出位置；要加强学科
建设和人才建设；要强化管
理人员岗位的轮岗工作；要
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行
业作风建设；要以“两围绕”
服务为抓手，提升服务质量
和水平；要调整学科结构，增
强医院竞争实力；要做好三
甲医院复评和三级公立医院
绩效考核工作；要创建省级
区域性医疗中心；要继续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复工
复产工作；要持续加强医疗
质量与安全工作，助力区域
性医疗中心建设。
最后，韩传恩说，2021 年
的工作蓝图已经绘就，
大家要
以锲而不舍的奋斗姿态，
以坚
定不移的担当精神，开拓创
新、锐意进取，竭力开创医院
建设发展新局面，
以优异成绩
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

商丘市睢阳区卫健委：

推进基层卫生室规范管理
和服务能力建设提升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曹永宏
本报商丘讯 今年以来，
商丘市睢阳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积极推进基层卫生室规范
管理和服务能力建设提升，
区
卫生计生监督所和各乡镇办
事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主动作为，
认真加大对村级
卫生室（服务站、诊所）的督查
指导，取得了初步成效。
据介绍，1 月份后，睢阳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
称：卫健委）结合常态化疫情
防控需要，
积极谋划基层卫生
室（服务站、诊所）的规范管理
和服务能力建设，指导区卫生
计生监督所加大对基层卫生
室（服务站、诊所）规范管理，

联合乡镇卫生院做好对村卫
生室（服务站、诊所）的管理工
作，采取积极措施，强化对卫
生医务人员的培训，促进服务
能力和服务意识提升。
自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区卫生计生监督所派出工
作人员，到各乡镇办事处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对基
层卫生室（服务站、诊所）进
行联合督查指导，第一阶段
主要是严格按照医疗机构标
准合理设置布局，保持诊疗
场所干净卫生整洁，医疗废
物规范处置，严格疫情防控
等项工作。区卫健委在第一
阶段督导指导后，对存在问

题严重的乡镇办事处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
生室提出整改意见、建议，适
时召开现场会，推动基层卫
生医疗工作开展。
随着疫情形势的缓解，
区
卫健委进一步指导监督加强
基层卫生室（服务站、诊所）规
范执业，
强化卫生技术人员资
质和服务管理，
并成立专门组
织，
由分管领导带领业务人员
实行每月督导调研和指导、每
季度通报问题整改情况、每半
年进行考核评比，
对发现的问
题实现现场督办与限期落实
相结合措施，
确保每项问题得
到切实解决。

商丘市中心医院举办
“庆元宵·灯谜有奖竞猜活动”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张潇文
本报商丘讯 花灯如昼元
宵闹，风暖情浓团圆时。2 月
26 日 ，在 元 宵 节 来 临 之 际 ，
商丘市中心医院举行“庆元
宵·灯谜有奖竞猜活动”
,商丘
市中心医院院长蒋家东、党委
副书记李华、该院干部职工、
病患及病患家属等参加了此
次活动。
“庆元宵·灯谜有奖竞猜
活动”中，该院精心准备了各
种灯谜谜面，包含生活常识、

人生哲理、
药物名称、
健康知识
等，前来猜灯谜的职工群众饶
有兴致地观看谜面，三三两两
热烈讨论，开动脑筋，思索谜
底，
猜中后更有小礼品赠送。
据悉，通过此次活动，该
院旨在向广大职工病患宣传
健康教育知识和生活常识，为
职工提供抒怀遣兴、锻炼思维
能力、
展现聪明才智的平台，
进
一步拉近医患关系，让大家度
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元宵佳节。

走进建材市场
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陈海峰 陈萌萌
本报商丘讯 为进一步加
强辖区建材市场的消防安全
管理工作，提高商户的消防安
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有效
预防和减少各类火灾事故的
发生，近日，商丘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消防救援大队宣传
人员走进中意建材市场，开展
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活动中，消防救援大队宣
传人员针对建材市场人员流
动广、可燃物多、火灾荷载大
等特点，向商户发放了《消防
安全常识二十条》
《春季防火

宣传》等消防宣传资料，并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了
火灾的危害和日常店铺消防
安全注意事项以及发生火灾
时如何自救逃生、突遇火灾如
何正确报警、如何扑救初期火
灾等消防安全知识。
通过此次消防安全知识
宣传，使市场商户提高了对消
防安全的认知度和关注度，有
效推进了市场的消防规范化
管理，为辖区人民群众创造一
个和谐安全的消费环境奠定
了坚实基础。

民权县供电公司：
雨雪纷飞中 寒夜抢修忙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杨玲玲
本报商丘讯 2 月 24 日晚
上 7 时 46 分，民权县境内天
气突变，雨雪纷飞，气温急剧
下降，寒气逼人，在民权县供
电公司北关镇 10 千伏北北线
44 号杆上，借助手电筒和车
灯的光，一辆工程车正在缓缓
升降，升降斗里的抢修人员正
在顶着雨雪抢修。
当天晚上 7 时许，北关镇
供电所接到该供电公司调控
中心电话称，辖区内 10 千伏
北北线过流跳闸，值班室抢修
人员放下电话，冒着大雨迅速
赶往现场进行巡视，借助手电
筒的光，供电在巡视到 44 号
杆时，发现因雨雪天气，吊瓶
被击穿，引起跳闸，考虑到北
北线所供 5 个村庄，6000 多
户居民用电，北关镇供电所所
长王彩舟立即向公司领导汇

报，迅速组织全所人员展开抢
修工作。
雨雪中，吊车来了，物资
来了，大家不顾寒冷，立即行
动起来，借助升降车，抢修人
员对损毁的设备进行拆除、更
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雨雪
作业”，44 号杆恢复供电。抢
修人员的衣服湿了，手冻僵
了 ，可 是 一 想 到 这 个 寒 夜 ，
6000 多户居民有电可用，他
们的心里便是欣慰至极。
每一次恶劣环境中的故
障停电都是对电力人员的严
峻考验，但他们始终牢记“人
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
将百姓的安全可靠用电作为
第一要务，无论刮风下雨还是
酷暑严寒，他们始终都奔走在
守护光明和温暖的路途中，无
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