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成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护理团队

及四名护士获威海卫健委通报表扬

日前，威海市卫健委对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救治工作中
表现突出的 3 0 个护理团队和
200名个人给予通报表扬。荣成
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护理
团 队 获“ 威 海市先 进 护 理 团
队”，车彩华、黄婷、孙淑红、张
华 娟 获“ 威 海市先 进 护 理 个
人”。

荣成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
病科创建于2017年，科室设有
发热门诊、肝病门诊、腹泻门诊
等专科门诊，是集医疗、教学、
科研于一体的临床科室。科室
人才梯队结构合理，临床经验
丰富，多次参加省地市各级组

织的专业技能竞赛活动，取得
良好成绩。

自疫情发生后，荣成市人
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全体医护
人员积极响应、迅速行动、冲锋
在前，用实际行动演绎了一场
关于责任与担当，使命和奉献
的接力赛。

作为抗击新冠肺炎战“疫”
的“先头部队”，科室原有护士
10人，为更加有效应对疫情，护
理部先后从各科室抽调护理骨
干进入感染性疾病科，大大提
高了团队的战斗力。两位护士
长，更是事必躬亲，带领大家学
习传染病防治知识，对防护用

品的使用、发热患者的就诊流
程等进行一遍遍的演练。感染
性疾病科护理团队迅速变身为
一支综合素质过硬的队伍，并
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
战疫工作中。

截至目前，感染性疾病科
的20名护士，在11间隔离病房、
2间发热诊室、1个预检分诊台
之间，已经连续奔波了三个多
月，接诊发热患者2000余例，收
治留观患者200余例，采集咽拭
子、肛拭子700余例，无一例漏
诊和纠纷发生，也无医务人员
感染和院内感染的发生。

(王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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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服务助力经济释放内生动力

【信用建设】

荣成市人民医院信用诊疗服务项目

一、健康查体激励措施：1、
自然人：①信用等级达到AA级
及以上的个人，健康查体套餐满
1000元的可享受8 . 5折优惠。②
信用等级达到AAA级的个人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我市
已享受免费健康查体人员除
外)，参照医保退休职工查体标
准，每年享受一次免费健康查
体。具体检查项目包括：身体质
量指数、血压、心电图、肝功、血
常规、尿常规、胸部正位片(不可
与第①项重复享受)。2、社会法
人：对信用等级达到AAA级的
企业，团体健康查体享受8 . 5折
优惠。办理地点：荣成市人民医
院健康管理中心，咨询电话：
0631-7513098二、门诊诊疗免收
挂号费激励措施：对信用等级达
到AAA级的个人，可于门诊就
诊后，至门诊大厅收费处进行挂
号退费。办理地点：荣成市人民
医院门诊收费处，咨询电话：
0631-7513098三、免收住院押金
激励措施：信用等级为A+的个

人(包括完全自费人员)，住院费
用1万元以内免交押金；信用等
级为AA的个人(包括完全自费
人员)，住院费用2万元以内免交
押金；信用等级为AAA的个人
(包括完全自费人员)，住院费用
5万元以内免交押金。办理地
点：荣成市人民医院住院处，咨
询电话：0631-7513098四、免费
复印病历激励措施：信用等级
为AA级的个人，年度内可免费
复印本人病历3次；信用等级为
AAA级的个人，年度内可免费
复印本人病历5次。办理地点：
荣成市人民医院病友服务管理
中心，咨询电话：0631-7513098
五、其他事项1、享受上述激励
措施，个人应出具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及信用报告或“信用荣
成”微信公众号实名注册的个人
信用信息页面，单位应出具单位
信用代码及有效信用报告。2、以
上政策于2020年4月起开始实
施，实施方式均为现场办理。

(李煜)

【体检公告】

荣成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有序恢复体检公告

经医院研究决定,健康管理
中心即日起开始有序恢复：

●普通入职体检
●职业健康体检(岗前、岗

中、离岗)
●个人健康体检
●单位及其他团体健康体

检
●职工医保免费体检
为确保体检质量和安全，根

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要求，
实行：

1、预约体检：采取微信预约
及电话预约，现场预约暂不开
展，未预约者恕不能体检。

2、分时段体检：严格控制每
个时间段的体检人次(每半小时
30人左右)及每日体检人次(不
超过120人)，以避免人群大量聚
集。

3、预检分诊：大门口安排专
职人员负责查看审核所有进入
人员的山东省健康通行码、体检
预约凭证(手机预约信息或单位
体检凭证)、测温、填写检前个人

流行病学调查问卷，经审核通过
后，方可进入体检。

4、严格把关，筛选以下暂时
不适宜体检人群：

①、近半个月之内有发烧、
咳嗽、嗓子疼、腹泻等症状，或者
有其他身体不舒适的明确表现；

②、近半个月有境外旅行
史；

③、近半个月与有境外旅行
史而且存在发热或呼吸道症状
的朋友接触史；

④、近半个月周边人群有新
冠肺炎患者；

⑤、健康通行码是红色或者
黄色的；

⑥、不配合填写检前个人流
行病学调查问卷及预检分诊的。

5、其他防疫措施及注意事
项详见“体检防疫之医院版”、

“体检防疫之客人版”：登录微信
公众号→点击页面右下方“体检
服务”→点击查看“体检防疫之
医院版”、“体检防疫之客人版”。

(李煜)

荣成市人民医院多种形式庆祝护士节

护士节到来之际，荣成市
人民医院医院积极组织开展以

“致敬护士队伍，携手战胜疫
情”为主题的系列活动，表彰为
疫情防控和医院护理事业发展
作出突出贡献的护理人员，向
敬畏生命、甘于奉献的白衣天
使致敬！

坚守战疫岗位采集血液、
咽拭子标本

护士节当天，医院仍有多
名护士坚守在边贸城大酒店，
为从境外、湖北返回人员进行
咽拭子标本采集，前共采集咽
拭子标本1727份；同时为隔离
留观人员提供医疗保障服务。

记录最美瞬间
为传递护理工作的闪光瞬

间和感人故事，讲述从事护理
工作的初心和坚守，医院开展
了记录“护士的故事”活动，并
通过护理质量管理通讯、医院
公众号“护理视界”等媒介发
表，截至目前，已陆续收到作品
230余项，对评选出的10项优秀
作品进行表彰。

开展健康讲座
5月5日“世界哮喘日”，市

人民医院呼吸内科8名护士与
靖海卫生院医护人员一道深入
西北海村、许家屯村、姜家沟
村、团栾村，开展健康讲座和义
诊活动，累计服务群众 1 0 0余
名，发放健康宣传资料 3 0 0余
份。

呼吸内科开展健康讲座

护士节前夕，医院组织对
全院护士进行综合测评，重点
评选出在护理标准化建设中作
出 突 出 贡 献 的 先 进 集 体 和 个
人，并进行通报表扬，进一步激
发全院护士的工作热情，有效
推动医院护理事业更好发展。

贴心关爱护士
医院对疫情期间夜以继日

奋战在主战场的1 1 0余名护理
工作者，予以通报表扬，以战疫
期间特有的方式，向先锋突击
队致敬、向最美逆行者致敬、向
默默无闻的奉献者致敬、向各
岗位的坚守者致敬，切实把温
暖送到了战疫护士的心中，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凝聚强大
精神动力。

荣成市中医院举办护士节系列活动

为纪念第109个“5·12”国
际护士节暨南丁格尔诞辰2 0 0
周年，荣成市中医院护理部开
展迎护士节活动。

为表彰爱岗敬业，无私奉
献的护理人员及在疫情防控中
有突出表现的优秀护士，进行

“天使之星”“疫情防控优秀护
士”评选，5月11日下午为获奖
者发奖。

4月29日，成功开展优质护
理微视频大赛，全院共1 6个护

理单元参加，经分管院长及各
护士长组成的评委评选，共评
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
奖3名。

进行以“护理世界健康”为
主题的国际护士节主题征文比
赛，以弘扬南丁格尔精神、赞
美、歌颂护士，歌颂疫情防控典
型，“优质护理服务”感悟为内
容，记述护理工作中的感人故
事等，并评出一、二、三等奖各1
名。

5月6日上午，护理部主任
夏 冰 带 领 科室护士长 及 护士
一行 1 8 人走进府新社区开展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主题志
愿服务，展示护士风采，践行
红十字“仁道、博爱、奉献”精
神。

5月 7日 ,于赤山法华院举
办户外拓展活动，以缓解疫情
期间紧张压抑的工作状况，引
领健康生活态度。

(杨红燕)

在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链恢复面临
新的挑战情况下，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把
助力地方经济释放发展的内生动力，做为
企业的责任与担当。自4月初开始，积极开
展“同舟度时艰，四进送服务”攻坚行动，
在全市开展大走访活动，把供电惠民惠企
政策送上门、全面宣传国网新战略，广泛
征求客户意见建议，现场解决各种矛盾问
题，着力实现国网服务与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和融共进。

走访过程中，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本
着“统筹协调、上下联动、领导带头，属地
牵头”的原则，重点实现“四个全覆盖”，先
后走访全市2 . 9万户大工业和一般工商业
客户、16个省市级重点项目、60个省扶贫
工作重点村，352个非直供物业小区。按照
供电公司的“走出去、听进去、说出去”的
走访要求，全公司从总经理到各级干部，
拿出专门时间走到企业去、到群众中去，
用行动拉近与客户的距离，一个月的时间
里，共走访次数31187次，分发“疫情防控
期间供电惠民惠企明白纸”11225份，收集
意见121条，当场解决问题68个，现场不能
解决的限时解决，超出能力范围的协调解

决，充分用政务信息共享、网上国网等渠
道，让电力服务做到“跨界”响应。

在重点企业走访中，突出沟通宣传电
费电价等惠企政策、保障企业安全可靠用
电的有关措施等，听取客户对电价执行、
供电质量等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供电公
司的电价优惠政策为我们企业带来了实
打实的好处，给企业减轻了负担，在政策
的扶持下，我们对企业的发展更有信心。”
康派斯房车基地生产副总经理张文红说
到。据统计，就“阶段性降低工商业企业用
电成本政策”这一项惠企政策，将为荣成
市2 . 9万多家工商业企业，减免电费3800
多万元。

在走访重要项目中，国网荣成市供电
公司重点宣传“阳光业扩”和优化营商环
境举措以及节能服务、综合能源服务等延
伸服务措施等，听取了客户在业扩报装、
供电服务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供电公司
经常来企业送服务，有问题直接对接企
业，他们这种多元化、全方位的服务对我
们企业帮助很大，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电
力保障”,山东鑫发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晓军说道。据了解，年初，鑫发控股旗下总

投资6 . 2亿元的海洋科技园项目正式投
建。由于项目用电量较大，需要配套建设
四台变压器、总容量8000千伏安。国网荣
成市供电公司主动对接企业，特事特办，
压缩办事时限、提高办事效率，迅速为企
业顺利解决了用电需求，目前，海洋科技
园项目推进顺利。

在走访省级重点扶贫村的过程中，供
电企业人员详细询问了村民三相动力用
电报装及光伏扶贫项目运转情况，并为自
管小区居民解决物业高价收取电费问题，
现场宣讲了山东省发改委《关于完善转供
电环节电价政策的通知》。“现在光伏电站
每个月都为我们村带来稳定的收入，我们
把这笔钱用于暖心食堂经营、村里建档立
卡贫困户大病救助，让村民享受到实实在
在的好处”,滕家镇单家村党支部书记邹本
友说道。据了解，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先
后投资1442 . 23万元用于扶贫电网建设投
资，完成工程类扶贫项目47个。光伏扶贫
项目23个，支付光伏收益资金373 . 58万
元。

在为期1个月的大走访活动中，国网
荣成市供电公司严格落实“四个服务”工

作要求，对一线走访情况采取抽查的方式
进行督导，确保客户走访到位、惠民惠企
政策宣传到位、征集问题落实整改到位。
下一步，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将结合疫情
防控及地方经济发展需求，与各级党委政
府、广大客户建立常态沟通联系机制，随
时接受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及时为客户
解决用电问题。用实际行动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复工复产及脱贫攻坚贡献力
量，让全市各级切实感受到电网企业在支
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责任与担当。

(王录刚)

国网荣成
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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