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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医院内涵建设

争创省市重点专科

临床重点专科

编
者
按

B 11科室接受市级重点专科建设评审

A 四专科接受省重点专科评审组现场测评
建设是医院内涵建
1
1月 2
5日，江苏省卫生计生委

专科负责人汇报、查阅科室台账、评估住

1
2月 4日，由市卫计委医

科、重症医学科、病理科、介入放

设的重要组成部

!

重点专科评审组一行 1
8人，对扬州

院病历、诊疗技术现场应用、实地走访病

政处处长孙德秋带队，一行 1
7

射科、临床营养科、药剂科、超声

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神经内科、

区诊疗现场等方式，全面查看了市一院省

名评审专家来到市一院，对该

科等 1
1个申报科室与专家们积极

普外科、儿科等 4个创建省重点专

重点专科建设工作。

院申报创建市级重点专科的

沟通，学习进取，全面详细地向专
家们展示创建的经历与成果。

分，是出成果、出人
才、提高医疗技术

水平的有效途径，是医院
科工作情况进行现场测评。市一院

据了解，为迎接此次创建省重点专科

1
1个科室进行现场测评，院领

党委书记、院长刘歆农等院领导、各

现场测评，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高度重

导单清，以及相关职能、临床

专科负责人以及相关职能科室负责

视、精心部署，相关职能部门与临床专科

医技科室负责人参加检查。

人参加测评。

充分利用有限的人力资源，紧密协作、持

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扬州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将以省

市第一人民医院按照“院
市两级重点专科申报创建为契

有重点、
科有特色、人有专
检查组专家通过查阅科

机，采取扎实措施不断提升重点

长”
的发展思路，将临床重
续奋战。创建过程之中，各临床创建专科

室台账、调阅住院病历、听取

专科的含金量，加强对全院专科、

瘤医院副院长许林的带领部署下，

检查组专家在组长、江苏省肿

不仅保质保量地完成正常诊疗工作，而且

专科汇报等形式，紧锣密鼓地

专病的内涵建设，不断提高整体

分技术水平、医疗质量、人才队伍、

加强了专科管理，
在现场测评时向检查组

对该院申报市级重点专科工

医院综合实力，实现医院科学发

医疗设备、专科管理及倒扣分项目

全方位展示了创建成效，体现该院医务人

作进行测评。肾内科、血液内

展。

五个小组，深入各专科资料室，听取

员的敬业精神和严谨作风。

科、泌尿外科、神经外科、急诊

点专科建设作为学科建设
的重要抓手，加强全院专
科、
专病的内涵建设，不断
提升医院综合实力。

1
1月 2
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检查组一

国
家
卫
计
委
督
查
我
院
对
口
支
援
工
作

定，
并指出在新医改形势下，对口支援要充分

行 5人，对市一院对口支援宝应县人民医院

响应分级诊疗政策，提升上级医院引领作用，

工作进行专项督查，并对该院改善医疗服务

提高基层医院医疗水平。

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调研。市一院领导刘歆农、
单清，及医务处负责人参加督查和调研。

式，
调研市一院落实惠民便民措施，改善医疗
服务的情况，要求医院优化就医流程，将人性

组汇报市一院对口支援工作，提出根据基层

化服务渗透到医院服务的每个环节和细节。

医院需求，逐步按项目支援的建议。检查组

扬州市卫计委副主任王骏、医政处相关

院开展的对口支援工作和建议给予充分肯

图片新闻

检查组还通过听取汇报、举行座谈等形

市一院院长、院党委书记刘歆农向检查

长、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医政处彭刚艺，对市一

（宣传处）

负责人陪同督查和调研工作。
（医务处）

日前，
苏北地区第一家呼吸病综合诊疗室在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正式
成立，这也是全国首批 1
0
0家呼吸病综合诊疗中心之一。成立当日，
该院举
办了丰富多彩的患者健康教育咨询活动，
免费为多位患者进行了肺功能及
呼出气 NO的检测，
并举办慢阻肺、
哮喘患者健康教育讲座，受到广大呼吸
疾病患者的欢迎。

（宣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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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祝《新民晚报社区版·城市生活》读者——
—

喜居宝地千年旺

福照家门万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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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准则》、
《条例》 从严落实
“两个主体责任”
——
—扬州市一院组织召开学习贯彻新准则、
条例专题党课
在“1
2
.
9国际反腐败日”到来之际，为深入宣传学习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分别总结了新 《准则》、
《条
例》 修订的“五大亮点”、
“负责清单六大纪律”和

例》，增强全院党员干部党规党纪和廉洁自律意识，营造

“八大焦点问题权威答复”，以问题为导向，结合

守纪律、讲规矩的浓厚氛围，
1
2月 8日，市一院党委在西

自身实际、典型案例对重点条款进行了详细

区医院学术报告厅举办了一场专题廉政党课，由党委书

解读。党课高屋建瓴、细致入微，使全体党员

记刘歆农同志对新《准则》、
《条例》进行了详细解读。全体

受益匪浅。

党员、发展对象、入党积极分子、团委委员等共 3
0
0余人

刘歆农同志强调，全院广大党员尤其是党
员领导干部要时刻绷紧纪律和规矩这根弦，一定

参加了党课学习。
切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新《准则》、新《条例》，是

要把《准则》和《条例》的精神实质学深悟透、融会贯

医院党委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市

通，要自觉用党纪党规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言行，时刻

一院党委制定了学习计划，通过集中学与自学相结合、小

提高党性修养，慎勿触碰纪律底线，牢固树立起共产党人

组交流讨论、撰写心得体会等多种形式，组织全院党员深

的高尚道德情操和严明纪律观念。

（党委办公室）

入学习。党委书记刘歆农同志利用每日
晨会交班的机会，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
陆续向职能处室党员干部讲解了新 《准
则》、
《条例》，把党规党纪逐一刻印在党
员干部的心上。
在专题党课上，刘歆农同志使用精
简的 PPT，提纲挈领地为全院党员解读
了新《准则》和《条例》，他从这两项党内
法规的修订背景、修订内容和案例解读

党员活动日 群众享实惠
1
2月 6日，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党支
部组织全体党员，奔赴扬州市邗江区瓜洲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免费义诊活动，并召开党员
座谈会，
组织党员学习。
一大早，参加活动的党员们在支部书记钱
丽华同志的带领下，从医院集合出发。刚到达目
的地，瓜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口就已经挤
满了人，村里的老百姓听说今天有市一院的医
生过来义诊，一早就来排队了。钱书记简单介绍
了今天义诊的流程，全体党员同志就开始分头
行动了。在瓜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配合下，
义
诊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除了在瓜洲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义诊，医护人员还去了社区卫生服
1
2月 1
3日，扬州市
务站。专家们热情地为患者免费诊治，测量血

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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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医师论坛暨急
压，解答咨询，
发送健康教育处方。
诊危重症护理研
下午，门诊支部在瓜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讨会在扬州市
会议室召开党员座谈会，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
第一人民医
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畅谈
院成功举行，
医院的发展，讨论作为一名党员，如何为适应新
来自扬州各
的医改形势起好模范带头作用。
市 、县 、区 医
本次党日活动既针对基层群众看病难的问
院急诊专业医
题，积极提供便利的医疗服务，村民对义诊活动
护人员近 4
0
0人
表示感谢。而前来义诊的村民也对医院点赞，希
参加了论坛。市一院
望医院以后能多多开展这种益民活动，增加他
医务处处长马克杰、副处
们的健康防范意识。
长李扬、科教处处长龚开政，以及扬州急诊专业专家夏仲
（门诊党支部）
芳、方新友等参加会议。
研讨会上，各专家从急诊管理、院前急救、急诊危重疾
病诊疗、急诊危重病护理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讨论。我院急
诊科主任邹晓东的《休克的早期识别和处理》、医务处副处
长李扬的《急诊病历书写》、科护士长沙仕贤的《糖尿病相关
急性并发症危重症护理》、科护士长杨琴的《重症患者人工
气道管理》等讲座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响应。
本次论坛活动，提高了扬州市各级医院急诊医护人员
的急诊、急救技能，学员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市一院急诊
科成功举办此次论坛，扩大了该科在扬州市各级医院的影
响，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医院急诊医学科的医疗、教学、科研
水平。

【《健康家园》稿件内容由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提供】

（急诊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