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频共振 同向发力 促进高质量发展

荣成市中医院、妇幼保健院整合重点专科
近日，荣成市中医院、妇幼保健

院，妇科、两腺外科专科整合发展专
题会议在荣成市妇幼保健院九楼会
议室召开，荣成市卫生健康局党组
书记、局长徐海明，党组副书记、副
局长岳涛，党组成员、荣成市疾控中
心主任马海、及荣成市中医院、妇幼
保健院领导班子成员、相关整合科
室的人员参加会议，荣成市中医院、
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房建壮主持会
议。

马海同志就整合后的业务管理
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提
升科室精细化管理水平，实现1+1>
2的专科发展效能；二是要坚持临床
重点专科的发展导向，通过整合实
现重点专科的高质量发展；三是要
更精确地做好整合后“两癌”筛查这
项民生工程，发挥妇幼保健、中医特
色优势，保障辖区妇女健康；四是要
加强对外合作，提升引进专家的工
作效率，加强外出进修学习，全方位

提升医疗技术水平。
岳涛同志就整合后的人事管

理、绩效薪酬、工作纪律等方面提
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提高政治站
位，服从岗位调整，严格按照方案
落实；二是要端正工作态度，严守
工作纪律，遵守执业规范，确保科
室业务顺利开展；三是要提高凝聚
力、执行力，持续强化团队建设，主
动担当，履职尽责，为医院高质量
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徐海明同志希望整合后的学科
一定要乘势快上，打造特色，要充分
利用整合后的平台，加强自身学习，
努力工作，力争一年见成效、两年成
规模、三年出品牌。科室带头人要当
好整合工作的火车头，科室成员要
握好整合工作的助力棒，共同推动
特色专科建设迈上新台阶，迅速进
入发展的快车道，为周边群众提供
更加优质、安全、便捷的医疗服务。

(姜欢)

乳腺癌和宫颈癌目
前被称为妇女生命的第
一杀手，通过“两癌”检
查，可以将这两种危害女
性健康的癌症尽早地发
现和排除，做到早预防、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降低宫颈、乳腺癌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为帮助大家
了解这一惠民项目，结合
一些共性问题，作答如
下：

问 :荣成市免费两癌
筛查对象包括哪些？周期
是多久？注意事项有哪
些？

答:目前面向35-64周
岁的荣成市户籍女性进
行免费两癌筛查。根据新
调整的优化政策，每3年
一个周期，本次周期为
2020-2022年本轮查体周
期内只能免费享受一次
两癌筛查。

注意事项：1 .查体时
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任
何人不得借用她人身份
证进行查体。

2 .查体避开月经期，
查体前三天不要阴道灌
洗、用药。

3 .宫颈筛查(tct)异常
患者需进一步诊疗，在荣
成妇幼保健院进行阴道
镜检查及宫颈组织病理
学检查全部免费。

4 .乳腺筛查异常要及
时进行钼靶X线检查或者
必要的组织病理学检查

问：两癌筛查免费项
目有哪些？

答：宫颈癌免费检查
项目为：妇科检查、宫颈
脱落细胞检查、阴道镜检
查 (适于TCT报告异常
者)、组织病理学检查(适
于阴道镜检查异常者)。

乳腺癌免费检查项
目为：乳腺临床视诊、触
诊检查、乳腺超声检查、
乳腺钼靶检查 (适于B超
诊断0级、3级者)

问：两癌筛查何时启
动？具体的查体地点？

答：本周期第二轮的
筛查定于2021年3月9日正
式启动。

各乡镇适龄妇女查
体地点设置在各乡镇医
院，市区适龄妇女查体地
点设在荣成市妇幼保健
院查体中心妇女保健科
门诊，工作时间为每周一
至周五，查体时请携带本
人身份证登记后进行免
费查体。

问：两癌筛查需要空
腹吗？

答：仅做两癌筛查不
需要空腹，也不用憋尿。
检查当日建议您尽量不
穿连体裙、裤，方便检查。

问：乳腺癌筛查最好
什么时间做？

答：乳腺癌筛查时间
最好选择在月经周期的9
-11天，该期间乳腺比较
松软，无胀痛,容易发现异
常。绝经妇女可以选择任
何时间进行筛查。

护航辖区女性健康，荣成市妇幼保健院一直在行动
为更好地关爱女性健康，提高女

性自我保健意识及疾病防治知识，荣
成市妇幼保健院健康教育科、妇产
科、公共卫生科、感染管理科等科室
组建“健康宣教服务队”，走进企业、
社区、街道、学校等地开展健康知识
宣教、急救知识培训、疫情防控培训、
义诊等活动。

针对妇女高发疾病开展的知识
讲座既通俗易懂又生动形象，贴近实
际，注重互动，指导性很强。授课结束
后健康宣教服务队的专家们会进行
解答疑惑环节，并针对问题提出切实
可行的解决方案，令女同胞们深感受
益匪浅。

在社区内开展急救知识宣讲时，
专家们深入浅出地为居民讲授常见

的现场应急救护知识，通过视频、现
场演示、等形式，展示了止血、包扎等
应急救护方法，并重点讲解了心肺复
苏的紧急救护的基本原则、方法与步
骤。为加深印象，专家们一边向大家
讲解救护知识，一边以互动的形式邀
请现场工作人员和居民参与实际操
作等等。

健康宣教及义诊活动的开展受
到了广大女性同胞们的一致好评，不
仅增强了女性对自我健康的保健意
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形式更深
刻、更科学地使她们了解到各种疾病
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的重要性。荣
成市妇幼保健院会持续举办此类健
康宣教和义诊活动，为辖区女性提供
优质高效的医疗保健服务。 (姜欢)

荣成市妇幼保健院安全生产工作常抓不懈并建立长效机制
荣成市妇幼保健院党委高度重视

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落实全省卫生健
康系统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部
署。医院始终将安全生产作为医院重
点工作之一，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
一”的原则，切实加强责任落实，提高
职工安全生产意识和安全技能，深入
有效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目前医院通
过安全发展理念、强化组织保障、加强
安全教育、邀请专业机构参与指导、加
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严肃责任追究

等方式，多措并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荣成市妇幼保健院按照“一岗双

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全面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建立三级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逐层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
切实将各项任务要求落实到各个环
节、各个岗位和个人，形成层层抓落实
的目标责任体系，在全院上下形成领
导重视、全员参与、齐抓共管的良好
工作格局。

医院设置专职的安全生产办公

室，充分利用“安全月”、安全生产日巡
查、隐患整治回头看及安全生产专项
检查等契机，重点对医疗安全、消防
安全、危化品、公共卫生特种设备、用
电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做好排查、整
治、追踪等工作，做到“发现一处、整治
一处、安全一处”，确保安全生产形势
稳定。通过开展“开工第一课”、安全生
产警示教育、各类安全生产专项培
训、职工“四个能力”建设、应急演练、
安全文化建设等，广泛宣传安全生产

有关法规政策，普及安全生产法律知
识，提高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防
自救应急处置能力。医院党委积极推
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建立安全生
产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
双预防管理体系等，规范作业行为，
健全安全生产事故预防长效机制，进
一步提升医院的安全管理水平和事
故风险管控能力。医院党委要求全院
上下高度重视，一以贯之，切实保障
就医群体及职工的安全。 (姜欢)

荣成市领导一行到荣成市妇幼保健健康管理中心走访调研
为推进荣成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关注全市女性健康事业，3月8
日，荣成市人大副主任田永霞、市政府
副市长白雪松，荣成市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姜晓萍一行走进荣成市妇幼保健
健康管理中心走访调研，荣成市卫生
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徐海明，荣成市

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房建壮
及相关人员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参观了新成立的健
康管理中心，白雪松副市长对于荣成
市妇幼保健院健康管理中心融入家
一样的温馨环境给予高度赞扬。调研
组对中心能够整合优势资源，将妇女

健康体检、妇女保健二级学科、两癌
筛查、形体管理、产后恢复等多个专
项进行统一规划，成立了具有妇幼特
色的、一站式健康管理服务中心给予
充分肯定。并希望中心能够围绕女性
青春期、产后期、更年期及职场期亚
健康等全生命周期，在健康体检、疾

病预防、形体管理、运动指导、营养指
导、心理保健等六大维度上继续探索
更加适合辖区女性健康的服务模式。
在实现辨病体检向健康体检评估转
变、套餐式体检向个体化精准体检转
变、单纯体检向检后服务转变等方面
走在行业前列。 (姜欢)

菏泽市卫健委一行到荣成市妇幼保健院考察学习
3月17日上午，菏泽市卫健委党组成员、

二级调研员曹春起等一行8人到荣成市妇幼
保健院考察学习婚前、孕前保健相关工作，
威海市卫健委四级调研员、妇幼家庭科科长
马桂珍，荣成市卫健局党组成员王兆波，荣
成市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房建壮及
相关负责人陪同参观。

首先，马桂珍科长及荣成市妇幼保健院
副院长张慧敏汇报了威海市及荣成市在婚
前、孕前保健工作方面的典型经验。随后考
察团一行分别走进了婚孕前医学检查和保
健科、健康管理中心及儿童保健中心等实地
婚孕前保健服务工作流程，深入了解免费婚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各环节的运行情况。
考察团对婚检前置到婚姻登记处确保婚检
率，婚孕前医学检查和保健科实现了婚前医

学保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免费领取叶酸、
健康宣教的“一站式”服务的便民利民服务
新模式、新做法等给予高度评价。

荣成市妇幼保健院规范开展免费婚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工作，成效卓著，每年
为辖区育龄群体提供婚孕前保健服务，服务
数量和质量一直居于荣成市各区之首。目前
该服务已家喻户晓，服务群众满意度高，工
作流程规范顺畅，工作质量管理也日臻完
善。通过实行集婚姻登记、婚前医学检查、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于一体的免费婚孕前保健
一条龙服务，极大的方便了服务对象，同时
实行免费婚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随访工
作由妇女保健科专设医务人员专业化、标准
化、规范化完成的特色服务，收到了显著的
社会效益。 (姜欢)

荣成“两癌”筛查开始了

您参加了吗？

荣成市妇幼保健院召开“改进工作作风，抓好团队建设”专题教育工作会议
2月23日下午，荣成市妇幼保健

院党委于十三楼大会议室召开了“改
进工作作风，抓好团队建设”专题教
育工作会议，医院班子成员、全体中
层干部共计70余人参加了会议。党委
书记房建壮同志按照荣成市深化高
质量发展大会及局党组高质量发展
攻坚突破年动员大会会议精神，结合
当下妇幼保健院存在的突出问题展
开专题教育。

本次专题教育会议，旨在提升干

部职工抓落实促发展的思维，进一步
夯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服务理
念，强化中层干部讲责任强担当的紧
迫感，为持续改进医院医疗服务质
量，促进医院高质量发展发挥着关键
作用。

会议强调：工作作风是一个单位
内在素质的外部体现，是医院发展的
原动力。中层干部的领导力、凝聚力、
执行力是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
求全体中层干部一是要有一身正气，

二是要勇挑重担，三是要不折不扣地
抓落实。要从自我做起，端正工作态
度，转变工作作风，切实提升医院医
疗服务质量。

会议针对如何带好团队，对全体
中层干部提出要求：一是要有公仆精
神，时刻牢记肩上职责，时刻做到为
群众服务，为一线服务；二是要做到
患者至上、职工至上，全心全意为民、
同心同德为院；三是要提高凝聚力、
提升执行力，将院党委的各项战略规

划落到实处；四是要求真务实，日常
工作做到“实”、“恒”、“精”；五是要有
事业心和较高的专业能力，要爱院如
家，时刻谨记医院的荣誉高于一切。
会议还要求全体中层干部要认真审
视自身存在问题及不足，严格执行工
作纪律，主动改进工作作风，切实履
行岗位职责，在管好自己、当好表率
的同时，对科室的作风建设工作常督
导、抓落实，为医院的持续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保障。 (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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