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淄博市中心医院：

6月底启动试运行

多科室门诊完成搬迁

“淄博市中心医院西院区
位于张周路以北、共青团路以
南、上海路以西、天津路以东。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门诊医技
楼、病房楼、全科医生临床培养
基地、科研行政楼、康复楼、体
检楼等。2016年3月开工建设，
占地305亩，总建筑面积34万平
方米，规划床位2000张，停车位
2544个。其中一期工程建筑面
积 2 3万多平方米，设置床位
1000张。”市中心医院相关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今年6月，西院
区正式启动试运行，截至目前，

已开诊科室包括临床科室：心
血管内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
门诊(含专家门诊)及病房、消
化内科门诊(含专家门诊)及病
房、内分泌科、全科医学科、神
经外科、骨科、皮肤科、肿瘤科、
泌尿外科、泌尿内科(含专家门
诊)、儿科门急诊(含专家门诊)
及病房、整形美容中心；医技检
查科室：心电图室、超声科、放射
科、CT磁共振诊断科、检验科、
采血处、内镜中心、静脉用药调
配科。其他科室也正在陆续搬迁
中，计划2019年底全面投入使
用，我们将努力打造国际国内
一流水准的高端医疗中心。”

同时，市中心医院提醒市
民，目前西院区的工作时间为
上午8:00—12:00，下午13:30—17:

30。除儿科夜间开诊外，其它科
室夜间暂不接诊，且目前只提
供开诊专业的接诊和检查服
务，如市民有其它专业及急诊
就诊，还请继续前往东院区就
诊。此外，医院就诊实行实名
制，请市民持身份证、医保卡或
一卡通就诊，东、西院及华侨城
社区服务站一卡通通用。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大部分科室完成搬迁

实行东西院双开诊模式

记者从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获悉，该院新院区至今已开诊7
个月，目前大部分科室已搬迁
至新院区，同时，为满足老百姓
需求，医院重点科室未受院区
位置影响，实行东、西院区双开
诊模式，且病房保留。

医院新院区具体设置情况
如下：新院区门诊在东院区原
开设门诊科室的基础上，增加
儿保科及预防接种、生殖医学
中心、美容整形科、眼科、神经
外、乳腺外科、泌尿外、肛肠外
科、肿瘤科、产后康复、产后休
养、介入中心、腔镜中心、急救
中心等多学科。在病房方面，心
理科病房开放床位31张，内分
泌科、骨伤科开放床位26张，内

科开放床位42张，乳腺外科、泌
尿外科、眼科、耳鼻喉科病房开
放床位40张，小儿外科、骨外科
病房开放床位44张，儿科开放
床位128张，儿童重症监护室开
放床位21张，妇科开放普通床
位69张，开放妇科VIP床位15
张，产科开放床位147张，新生
儿科NICU开放床位60张，急诊
科已整体搬迁至新院区。

医院东院区具体设置情况
如下：目前院区门诊保留妇科、
产科、儿科、妇保科、儿保科、内
分泌科、内科、新生儿科、乳腺
外、泌尿外、肛肠外、小儿普外、
骨外、心理科、皮肤科、疼痛科、
眼科、耳鼻喉科/听力中心、中
医科、口腔科。在病房方面，保
留产科，其中产前病区、产房位
于病房楼10层，产后病区位于
病房楼12层，继续为普通孕产
妇提供正常医疗服务；普通儿
科病房位于病房楼7层，收治普
通儿科患者(儿童康复科已搬
迁至新院区)；新生儿科NICU
和病房均位于病房楼9层；重症
医学科位于病房楼13层，为急
危重患者保驾护航；手术麻醉
科位于病房楼17层；肿瘤科病
房位于病房楼3、5层；疼痛康复
科位于病房楼15层。

淄博市中医医院：

项目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将于明年下半年投入运营

据淄博市中医医院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目前以淄博新华中

医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为主体建
设的淄博市中医医院东院区项
目施工质量、安全、进度等各项
工作进展顺利，东院区主体楼土
建施工及二次结构全部完成；消
防、喷淋工程完成总工程量的
85%；空调、通风系统完成总工程
量的80%；楼内供、排水系统完成
总量的90%；洗手间防水施工完
成80%；室内电线穿管施工完成
70%以上；病房楼外墙保温施工
完成，幕墙窗框安装完成总量的
30%；门诊医技楼外墙石材施工
已全部完成，幕墙窗安装完成
70%，内庭院干挂石材完成50%；
手术室、消毒供应中心、ICU、中
心试验室、内窥镜等石膏板墙体
施工完成总工程量的70%；血液
净化中心、妇产科等专业装饰装
修已完成基础性工作；院落内配
套管线开始施工；内部装饰装修
单位根据进度已进场施工。

东院区将于明年下半年投
入运营。东院区建成后，将继续
秉承公立医院属性，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积极履行相应的
社会责任和义务，完成医疗保
障、预防保健、对口帮扶支援等
指令性工作任务。可安置工作
人员 1 0 0 0名，设置病房床位
1000张，具备年门诊量50万人
次以上、收治住院病人2 . 3万人
次的服务能力，将更有效地促
进淄博市医疗资源的合理配
置，满足全市及周边群众的中
医药服务需求，为广大群众提
供安全、有效、质优、价廉的中
医药医疗服务。

淄淄博博三三大大医医院院新新院院区区建建设设近近尾尾声声
其中有两家医院已开诊试运行，另外一家将于明年下半年投入运营

为缓解区域医疗资源紧张的现状，改善市民就医环境。2016年，淄博市中心医院西院区、淄博市
妇幼保健院新院区以及淄博市中医医院东院区先后启动建设，经过近3年建设，目前这三家医院的
新院区建设情况如何？27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三家医院相关工作人员处进行了采访了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樊伟宏

淄博市中心医院西院区已开诊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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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倡导文明出行、安全
出行的新风尚、新理念，大力营
造社会关心交通安全、重视安
全、遵守交通安全的良好氛围，
近日，田庄小学志愿者服务队组
织人员进行了“文明交通岗”义
务执勤活动。(崔亦强 刘永收)

桓台县田庄小学：

开展义务执勤活动

家校共育活动 为在学校管
理、家庭教育、家校联系、安全卫生
学习等方面达成共识，形成教育合
力，近日，沂源县南麻教体办组织
了家校共育话成长活动。 (韩秀丽)

为营造校园积极、和谐的心
理健康教育氛围，疏导孩子的不
良情绪，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和生
活中遇到的一些心理困惑，近日，
潘南小学北校区开展了以“沟通
从心开始”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
育系列活动。（张雪梅 于倩倩）

张店区潘南小学北校区：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举行期中表彰会 近日，
沂源县韩旺中心学校举行期中
检测表彰会，对全校5个优胜班
级、50名优秀学生、40名进步标
兵进行了表彰。 (张希亮)

近日，花沟学区教育信息技
术课堂教学应用案例展评活动
在高青县花沟学区中心小学举
行，学区各小学初选的9名老师
参加比赛，学区主任蔡玉彬、评
委及各小学部分骨干教师共30
余人参与打分或观摩。(周成明)

高青县花沟学区：

举行教学案例展评活动

学习经验交流会 为让先进
生把自己的经验介绍给其他同
学，帮助后进生有更大的进步，近
日，沂源县东高庄小学各班组织
了班级学习经验交流会。(张德刚)

为响应上级部门的号召，积
极推进学校垃圾分类工作，提升
师生的环保意识，为建设文明城
市、卫生城市贡献力量。近日，张
店二中全校师生举行“小手拉大
手，垃圾分类我能行”主题教育
活动。 (张帅琦 张继丹)

张店二中：

开展垃圾分类教育活动

强化校园安保 为深入推
进“平安校园”建设，本学期开学
以来，沂源县大张庄中学高度重
视学校安保工作，为全校师生的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祝丰远）

亲子活动 桓台县马桥镇慧
蕊幼儿园积极开展家园合作，通
过亲子活动、家长课堂和各种育
儿安全讲座，实现与家长互动，与
孩子共同快乐成长。（郑冬青）

“我爱写字”活动 为丰富校园
文化生活，培养学生热爱写字、认真
写字的习惯，本学期，沂源县振兴路
小学倡导各班“因班制宜”开展形式
多样的书法活动。(公伟伟 杨继学)

学困贫困一起抓 沂源县新城
路小学重视困难学生帮扶工作，近
日，该校通过班主任汇报、教师实地
走访等渠道，落实帮扶对象，扎实开
展结对帮扶活动。 (周从容 戴元香)

加大取暖设施维护 为让学
生温暖过冬，拥有舒适的学习和住
宿环境，近日，沂源县河湖中学对
学校的取暖设施进行了全方位的
维护，逐一排查隐患。 (李守平)

教研成果展示活动 近日，
“沂源县幼儿园优秀教研成果展示
活动”在沂源县第二实验幼儿园举
行。全县学前教育教研员及十四所
幼儿园代表共同参加。 (杨子会)

家长会活动 为让家长们进一
步了解学校的办学理念，提升家庭
教育认知水平，近日，沂源县鲁村镇
中心小学召开了“家校共育，为爱同
行”家长会。 (王艳艳 董及翠)

消防演练活动 为进一步提
高幼儿园教师和幼儿的消防安全
意识，近日，沂源县鲁山路幼儿园
组织全体师幼进行了一次消防安
全疏散演练活动。 (张宗叶)

共驻共建活动 为营造“爱
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环保理念，
近日，沂源县振兴路小学党支部
10余名党员到和源社区集中开
展了“环境卫生整治”为主题的

“共驻共建”活动。 (黄晓艳)

混龄游戏活动 为培养幼
儿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增强幼
儿体质，近日，沂源县悦庄镇中
心幼儿园开展了“体育乐翻天”
大带小混龄体育活动。(任东娟)

冬季安全教育 为强化学
生的冬季安全防范意识，近日，
沂源县大张庄松崮小学组织各
班举行了以冬季安全教育为主
题的班会活动。 （房立玲）

培养劳动意识 随着冬季来
临，沂源县南麻街道中心幼儿园把
在室内的植物，拿到太阳下吸收太
阳的养分，再搬回教室，培养孩子的
劳动意识。 (孙瑞娟 蒋红)

课题交流研讨 为进一步
提高教师教育科研水平，近日，
沂源县西里镇中心小学开展实
验课题交流研讨活动，图为授
课教师在上汇报课。 (郝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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