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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任狗出户，被罚款800元
荣成市开出首张违规养犬罚单

攻坚克难，敢于担当
荣成市人民医院胸外科独立完成首例单孔3D胸腔镜肺叶切除手术

随着“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深入
推进，荣成市人民医院党
员干部带头践行“敢于担
当”精神，敢于较真、敢于
碰硬、敢于攻坚克难，在
先进医疗技术的探索上
不断实现突破，以实际行
动做好示范、当好模范，
带动全院职工比学赶超、
奋勇争先，医院综合实力
迈上新台阶。

“感谢董主任，留下
这么小的创口，就为我
解 决 了 心 头 大 患 。”日
前，在荣成市人民医院
胸外科住院的患者刘女
士经过医生们的精心治
疗，身体恢复良好，马上
就要出院的她难掩内心
喜悦之情。

刘女士今年61岁，查
体发现右肺中叶有不规
则结节灶，大小约1 . 5厘
米 x 1厘米大小，遂来到
荣成市人民医院胸外科
就诊。经检查，胸外科于
炳强主任及董建伟副主
任考虑患者为肺癌的可
能性很大，建议刘女士
接受手术治疗，清除病
灶。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刘女士心有余悸地说：

“当我听到可能得了癌症
时，吓坏了，但是于主任
和董主任都说只要通过
手术清除病灶就能恢复
健康，而且可以通过微创

手术减少对身体的伤害，
让我安心了许多。”

为最大程度地减少
手术对患者带来的创伤，
董建伟副主任在对刘女
士病情进行充分评估后，
决定施行单孔3D胸腔镜
肺叶切除手术。该项手术
采用了先进的单切口术
式，切口长度仅4厘米。术
中先切除结节送快速病
理检查，结果示肺腺癌，
遂行中叶切除加淋巴结
清扫术，手术仅用2小时。
术后第8天刘女士康复出
院。

荣成市人民医院胸
外科现已熟练开展胸腔
镜下肺大疱切除、早期
肺癌及纵膈肿瘤等微创
手术治疗。胸腔镜手术

已从最初的 4个小切口
逐渐过渡到目前常用的
2个切口。而现在，许多
医生采用更有挑战性的
单切口手术。该项手术
具有术后疼痛轻、恢复
快、疤痕小的优点。医生
要在约 4厘米左右的切
口内，将镜头、手术器械
送入胸腔进行操作，对
术者的操作水平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这次手术
的独立完成，也填补了
荣成市人民医院该术式
手术空白，彰显了医护
敢于碰硬、勇于攻坚克
难的职业精神和医道仁
心、一心为民的服务态
度。

(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通讯员 李煜)

首个“无感知”修电小区建成
本报荣成11月25日讯(通讯员

隋鹏飞 王钰文) 家里停了
电，您还没反应过来，供电公司已
经完成了抢修。从11月20日开始，
崖头双泊小区成为荣成市首个

“无感知”修电试点小区，1100户
居民开始享受这种超前的“主动
运维”、“主动抢修”服务。

主动服务延伸至户，这项工
作靠的是智能化小区运维系统技
术支持。以往突发停电故障，国网
荣成市供电公司抢修人员到场后
需对线路上的逐个点进行排查，
确定故障点位置后倒负荷恢复其
他区域的送电，再进行抢修。为提
高服务效率、减少客户停电时间，

2019年，依托电力物联网、云计算
技术，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在双
泊小区试点智能化小区运维系
统。

该系统集成视频在线监控、
电气火灾防控、电能质量监测、节
能降损等功能模块 ,通过综合运
用先进的检测和控制技术 ,将供
电设备和客户端的电能表连接起
来,实现互相通信、数据汇集分析
处理。系统实现了小区所有供电
设备自动化实时监控，遥控检测
设备故障，并加以隔离；远距离自
动倒闸操作，客户“零感知”电源
切换，确保非故障段用户不受停
电影响。系统还会根据台区经理

定位调配处置人员，极大节省了
故障查找和隔离时间，半个小时
就能搞定以前两三个小时才能解
决的故障。

该公司园区供电所副所长王
志杰：“原来是我们锁定大致范
围，逐线、逐户排查停电原因，现
在是客户家里一有用电异常 ,我
们能锁定到户、主动服务,效果大
不一样。还有，我们还能给客户家
里发掘一些用电可能的安全隐
患,比如说漏电、过载等,并主动给
用户提供信息。”据了解，结合该
系统数据分析 ,供电公司还可以
为居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用电建
议，指导市民科学合理用电。

速读
11月23日上午，荣成市中医院第二

届“膏方节”如期开幕。荣成市中医院作
为全市中医中药基地，近百名中医师组
成膏方专家团队。膏方组成讲究中医辨
证论治、因人而异、一人一方，杜绝膏方
千篇一律，影响效果。同时，具有近500
种道地精品药材，通过智能中药煎药机
两次煎煮及先煎、后下等特殊煎法熬
制，保证了膏方质量上乘。 (宋晓方)

根据《中共威海市卫健委党组“百
个支部援基层”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
荣成市人民医院党委深入组织开展“援
基层”系列活动。活动开展以来，医院党
委定期组织人员前往帮扶的庙东武家
村开展健康帮扶活动，目前已开展1次
调研活动及3次健康义诊活动，并就庙
东武家村卫生室设施陈旧、村民就诊环
境差等问题与该村村委进行现场对接
解决。 (李煜)

11月20日是第18个世界慢阻肺日，
今年的主题为“防控慢阻肺·你我携手
行”，为提高人们对慢阻肺的防治意识，
提高慢阻肺患者的生活质量，荣成市人
民医院积极开展世界慢阻肺日主题宣
传活动。 (李煜)

在威海市卫健委、市总工会联合举
办2019年威海市临床检验技能竞赛上，
荣成市人民医院检验科李克成主任作
为特邀评委出席比赛；林红丽副主任，
主管检验师张静静、张燕燕分获竞赛个
人一等奖、二等奖、优秀奖，三人还代表
荣成市卫健系统取得团体三等奖的好
成绩。 (邹英姿)

11月13日下午，荣成市人民医院口
腔门诊林新然主任应邀来到实验二小
幼儿园，为中班的孩子们普及口腔保健

知识。 (李煜)
荣成市人民医院党委围绕荣成市

卫生健康局机关党委关于《“打造健康
先锋主题，创优特色党建品牌”活动实
施方案》通知要求，大力开展创优特色
党建品牌创建活动。医院党委下设八个
党支部分别围绕各自工作特点开展活
动，打造独具特色的党建品牌。 (李煜)

11月1日下午，荣成市中医院护理
部组织18个科室共90人参加了应急预
案演练比赛，为了体现公平公正，王浩
副院长及18名护士长作为评委现场打

分。演练主要围绕停电、跌倒、输液反

应、心电监护仪故障、猝死、坠床、导管

滑脱等突发状况的发生展开一系列的

应急预案演练。 (杨红艳)

近日，荣成市中医院外科团队成功

完成了我市首例“经口腔镜下甲状腺左

叶癌根治术”，标志着荣成市中医院外

科在甲状腺疾病治疗领域上，走在了全

市前列。 (郑娇)

近日，荣成市中医院外科成功开展

了一例“胸腔镜下纵膈肿物切除术”。手

术的成功，标志着该院外科的胸科疾病

诊治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郑娇)

荣成市人民医院于11月2日全面启

动扶贫工作重点村巡诊活动。医院选派

心内科、中医科、外科、内分泌科、骨科、

康复科、疼痛科、妇科等科室的中高级

职称业务骨干30余人，组建成多个巡诊

团队，与埠柳中心卫生院、荫子镇卫生

院、夏庄镇卫生院、上庄中心卫生院的

医护人员一同来到贫困群众中间，为群

众提供零距离全方位的优质的医疗服

务。 (张永红)

快讯
今年来，南山社区持续

推进“学习强国”平台学习，
学习小组内部相互督促学
习，形成了“比学赶超”的好
氛围，目前小组已经有3名组
员的积分超过10000分。

(张育静)
自从网格队伍组建以

来，港西镇大街小巷总是活
跃着一批忙碌的身影，矛盾
纠纷、环境卫生、垃圾分类、
安全隐患、帮扶重点人员，他
们什么事都要管、也什么工
作都会干，他们头顶“蓝帽
子”，身着“蓝马甲”，这就是
港西镇的“蓝马甲”网格员，
他们每个人都是提升农村治
理的多面手。

(姜小燕)
为巩固农村环境卫生整

治工作成果，建立农村环境
卫生长效管控机制，日前，崂

山街道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整
治“回头看”工作，组织机关
干部利用周末时间到辖区各
村实地督导环境整治、党建、
创文明城等各项工作。

(周广庆)
近日，崂山街道崂山屯

村发动了一次爱心募捐，村
民们都怀揣着对邻里的关
爱，纷纷献上自己的爱心。一
名17岁的姑娘突患重病，崂
山屯村民也纷纷解囊相助，
在短短数日的时间内，就为
她募集到了七万余元的救命
钱。 (李纯)

11月22日，王先生来到
石岛公交一车队送来一面绣
着“拾金不昧”的锦旗，感谢
302路司机张新强。日前，王
先生的手机遗落在302路公
交车上，被张新强物归原主。

(岳涵晨)

本报荣成11月25日讯(通讯
员 李忠芸 ) 近日，荣成市公
安局依法对违规养犬人宋某进
行行政处罚，这是荣成市开出
的首张违规养犬罚单。

1 1月1 4日，荣成市公安局
养犬管理办公室民警与青鱼滩
边防派出所民警在某生态园附
近走访调查时，在寻山街道前
虎口村西山宋某的果园内，发
现宋某家的两只犬没有拴养与
圈养，放任犬自行出户。民警当

场对宋某的家属进行口头警
告，并告知其文明养犬管理相
关规定，责令改正。

1 1月1 8日1 0时许，民警再
次去宋某的果园，发现宋某对
公安民警的口头警告没有引起
足够重视，仍然有一只犬没有
拴养与圈养，放任犬自行出户。
根据《威海市养犬管理办法》第
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
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公
安机关决定给予宋某罚款8 0 0

元的行政处罚。
《威海市养犬管理办法》

正式施行以来，市公安局强化
力量配备，积极开展文明规范
养犬宣传活动。同时，采取流
动检查与错时检查相结合的
方式，重点时段弹性上岗，以

“严”字当头、“实”字托底，全
力推进新一轮犬类规范管理
工作，形成治理不文明养犬行
为 的 强 大 合 力 ，收到 良 好 成
效。

相关链接

《威海市养犬管理办法》规
定：在重点管理区内，每户养犬
不得超过两只。个人禁止饲养列
入本市禁养名录的55种烈性犬
和大型犬，以及与其繁殖的犬。
在一般管理区内，个人饲养列入
本市禁养名录的烈性犬和大型
犬应当实行拴养或者圈养。除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单位不得
在重点管理区养犬。对单位和个

人违反规定饲养烈性犬、大型犬
的严重违法行为，分别设定了最
高一万元和五千元的罚款。为了
加大对多次违法行为的处罚力
度，《威海市养犬管理办法》规
定，因违反本办法规定在一年内
受到三次以上行政处罚后，再次
违反本办法，应当给予罚款处罚
的，可以在规定的最高罚款限额
三倍以下予以处罚，违反养犬管
理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相关信
息依法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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