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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荣成市成功举办2021高校荣成行对接洽谈会
5月20日，荣成市举办2021高

校荣成行对接洽谈会，会议邀请
省内外60余所高校代表、荣成市
80余家重点企业负责人、有关部
门负责人等260余人共商校地合
作、人才发展大计。荣成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王得志出席活动
并致辞，荣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王立
新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荣成环境优美、资

源丰富、历史厚重，产业基础好、
发展前景广阔，是创新创业的一
片热土。高校和企业开展精准的
校地合作、校企合作，将有效加强
人才供需对接，发挥好人才资源

“生产力”，吸引集聚更多青年人
才来荣留荣发展，助推荣成高质
量发展走在全省更前列。启动仪
式上，荣成市人社局解读大中专
毕业生聚荣就业创业支持政策，
哈尔滨理工大学代表原机械部高

校联盟推介1 0所高校的有关情
况，随后参会的高校代表与荣成
市企业就毕业生实习、就业等工
作进行现场对接交流。

活动现场荣成市人社局与龙
江学子平台建立合作关系，与57
所高校签订校地人才合作框架协
议，在27所高校设立高校毕业生
就业和人才引育合作基地，181家
(次)企业分别与48所高校达成就
业实习意向。同时，30多所高校将

荣成人才政策及企业需求，通过
高校网站、微信公众号向学生发
布。部分企业近期将应邀到高校
进行招聘。活动结束后，与会高校
代表统一乘车参观考察了浦林成
山、康派斯、歌尔微电子、海洋食
品博览中心。

据悉，“高校荣成行”活动是
荣成市委、市政府为促成荣成市
企业与省内外高校院所开展校企
合 作 打 造的系列品牌活动，自

2018年启动以来，至今已连续举
办四届，先后邀请200余家(次)高
校代表实地来荣考察对接，与131
所高校共建就业和人才引育合作
基地，100余家企业与高校签订校
企合作协议，构建了校企信息互
通、人才资源共享、智力项目共用
的合作新局面，为推动荣成高质
量发展、企业转型突破，输送了源
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和人才力量。

(王佳仁)

卫生健康专栏

中医养生小妙招——— 生姜

中医认为，生姜性辛，
微温，功可散风寒发汗解
表，温肺寒化痰止咳。温中
止呕，解鱼蟹毒。通常煎汤
服用。取适量捣碎敷擦患
处，或者炒热熨。阴虚内热
及热盛者忌服。

那么生姜在日常在我
们的生活中除了炒菜提味
去腥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
功效呢？

一、醒酒。热姜水可加
速血液流动，消化体内的

酒精，还可在其中加入适
量的蜂蜜以消除或缓解醉
酒状态。

二、去除头皮屑。在洗
头的水里面加入生姜和啤
酒混合均匀,可以很好的去
除我们的头皮屑。

三、治疗口腔溃疡。热
的姜水，每天早晚各喝一
次，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很好
的解决口腔溃疡的问题。

四、治疗冻疮。生姜水
里面加一些白糖，混合均

匀，然后泡手。这样就可以
很好的预防和治疗手上的
冻疮。

五、治疗脱发。烧洗头
水的时候放进几片生姜，
或者在热水瓶里放几片生
姜让它泡着，洗头的时候
拿出来用就可以促进头皮
的备查液循环。用未干老
姜切成薄片，揉擦脱发部
位。用生姜揉擦，可增加局
部血液循环和刺激毛囊，
能促使毛发再生。 (金波)

“连方名中医工作室”揭牌仪式在荣成市妇幼保健院举行

5月 2 5日上午，山东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生
殖与遗传中心“联盟成员
单位”暨“连方名中医工
作室”揭牌仪式在荣成市
妇幼保健院举行。山东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长
任勇、山东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生殖与遗传中心
主任、岐黄学者连方，山
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务处副处长路士华、山
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生殖与遗传中心专家刘
卓，荣成市市委常委、副

市长王焓，荣成市卫健局
党组书记、局长徐海明，
荣成市中医院、妇幼保健
党委书记房建壮，中医院
和妇幼保健院领导班子
成员、全体中层干部及部
分职工代表共2 0 0余人参
加了揭牌仪式。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院长任勇在致辞
中首先向两家医院结成

“联盟成员单位”及“连方
名中医工作室”的揭牌表
示良好的祝愿。随后，山
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生殖与遗传中心连方教
授，荣成市中医院、妇幼
保健院党委书记房建壮
同 志 为“ 连 方 名 医 工 作
室”揭牌。揭牌仪式后，任
勇院长以《做合格的管理
者》为题，通过典型案例、
图片等形式，从“自我管
理”“责任与担当”“形象
品牌”等八个方面深入浅
出地阐述了如何做一名
合格的管理者。授课内容
条理分明，层层递进，论
述精辟，引人入胜。

(姜欢)荣成市中医院门诊中医综合治疗区全新亮相

为全面推广中医治
未病全科化、中医外治全
科化，发挥中医药在防病
治病的特色优势，荣成市
中医院积极改善就医环
境，努力提高患者的舒适
感和就医体验，设立门诊
中医综合治疗区，目前已
正式启用。

中医综合治疗区设
在门诊二楼，安装了艾灸
排烟系统，增加20张治疗
床，有体质辨识经络检测
仪 1 台、超声波治疗仪 1

台、中医红外光灸疗仪 1
台、周林频谱治疗仪 1 0
台、特定电磁波治疗器 8
台、电针仪1 0台、中医透
药疗法仪 1台等设备。拥
有专业技术娴熟的优秀
团队。现有主任医师、副
主任医师各 1名，主治医
师 3名，其中研究生3名，
护士 2名。开展多项中医
特色技术，如督脉灸、雷
火灸、隔物灸、热敏灸、推
拿、刮痧、穴位埋线、中药
熏药、中药浴足、脐疗、三

伏贴、三九贴等，为患者
及亚健康人群提供未病
先防、健康评估与保健、
经络养生等专业服务。

门诊中医综合治疗
区把门诊的中医治疗集
中在“综合治疗区”内，有
效避免了患者在医院不
同科室间来回奔波的麻
烦，充分体现了中医药特
色服务的便捷与高效，欢
迎广大市民前来咨询及
就诊。

(王金玲 臧隆)

义诊送健康 真情暖人心

5月30日，荣成市中医
院、眼科医院在曙光社区
开展“全国爱眼日”健康义
诊活动，让老百姓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
医疗便民志愿服务。

活动现场，医院专家
们为社区居民群众免费测
血糖、血压，进行视力检
查、眼底检查，提供健康咨
询、用药指导、饮食指导，

详细为他们进行病情解
析，并提醒他们发现问题
及时到正规医院检查就
医。现场还发放宣传册，就
糖尿病、高血压等常见慢
性病的早期预防、饮食习
惯、康复指导等方面内容
进行宣传普及，叮嘱他们
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
疗，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本次活动累计接诊200

余人次，解答健康咨询180
余人次，发放健康处方、知
识手册100余份。活动的开
展让社区群众足不出户就
享受到医护人员专业的健
康指导，得到了老百姓的
好评和赞誉，真正做到了
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落实
到了工作中，把好事、实事
办到了群众心坎上。

(王金玲 臧隆)

强化胸痛救治单元建设，打通胸痛救治“最后一公里”

日前，荣成市人民医
院组织召开荣成市胸痛
救治规范化培训暨荣成
市胸痛救治单元建设启
动会。会议邀请中国胸痛
中心总部管小玉主任、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
商睿教授等6位专家现场
授课。荣成市人民医院党
委书记吕红权出席会议
并致辞，荣成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主任王学栋主持
会议，全市各医疗机构、
医共体成员单位近百人
参加会议。

会上，管小玉主任深

入解读胸痛救治单元建
设内容及流程，并根据荣
成市胸痛中心建设情况，
进一步提出胸痛救治单
元推进规划及实施建议。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
科商睿教授、威海市立医
院急诊科郑艳杰教授、威
海市中心医院心内科周
建华教授等专家分别以

《急性ST段抬高心肌梗死
救治流程》《急性冠脉综
合征的特殊情况》《急性
胸痛患者的鉴别诊断》等
为题，进行了精彩的专题
讲座，对开拓与会人员学

术视野，激发创新思维，
提升基层医院胸痛诊疗
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胸痛救治单元是胸
痛中心区域协同救治体
系的组成部分，是胸痛救
治网络体系的基础环节，
也是心梗救治成功的关
键。荣成市人民医院牵头
建设全市胸痛救治体系，
将使整个县域内协同救
治网络更加完善，确保胸
痛患者能够得到精准诊
断和有效治疗，切实提高
胸痛患者的救治成功率。

(邹英姿)

近日，60多岁的市民王
先生被疾驰的车辆撞倒，从
胸腰处碾压而过，昏迷不
醒、生命垂危，荣成市人民
医院120急救中心接到电话
后迅速出诊，同时医院开启
绿色通道，启动创伤中心应
急预案，组织普外科、胸心
外科、骨科、神经外科、重症

医学科等相关科室，做好
联合救治准备。经检

查，初步诊断出脾、肺等脏
器严重受损，肱骨、股骨骨
折，并伴有脑挫伤，出现重
症失血性休克，立即送往手
术室抢救。

整个手术过程可谓“步
步惊心”，每一个环节都非

常关键，历时7小时奋力救
治，老人最终转危为安，进
入ICU接受后续治疗。

此次危重创伤患者的成
功救治，充分体现了医院过硬
的多学科协作水平和急危重
症救治能力，展现出医务人员
勇于担当、不惧风险、甘于奉
献的职业精神。 (孔彧)

“中心”英雄历时7小时联手救治车祸患者

“荣易办”再添新事项 执业药师注册落户荣成

日前，荣成市美辰医药公司王静从
工作人员手中领取到的执业药师注册
证，是这一事项下放至区市以来，荣成市
核发的首张执业药师注册证。

为助力荣成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简政放权，荣成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加快推进调整市级行政权力事项步
伐，多次与上级对接沟通、跟班学习，通
过研究许可规范、开展专业培训等形式，

短期内迅速具备业务受理能力，最快可1
个小时内办结发证，同时申请人还可通
过“网上全程办理”端口申报执业药师注
册事项，实现全程网办“再提速”。

截至目前，荣成市已办理执业药师
注册证25个。下一步，荣成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将主动靠前服务，让更多企业群众
享受到政务服务的便捷高效。

(孙淑慧)

真情关爱残疾群众 免费发放辅助器具

为进一步加大对残疾群体的扶持，
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港西镇民政办积
极对接荣成市残联部门，从残疾群体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通过
前期对残疾群体的走访慰问，了解他们
的现实需求，为符合政策的残疾群体发
放辅助器具，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在发放辅助器具的同时，港西镇民
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耐心的为残疾群众介
绍辅助器具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保
证辅助器具能真正发挥作用。本次发放

活动共为10名残疾群众发放轮椅、手杖、
防褥疮坐垫、听书机等4大类辅助器具，
受到残疾群众和家属的一致好评。

接下来，港西镇民政办将积极对接
上级部门，将助残政策落到实处，通过助
残日宣传活动、技能培训活动、居家康复
等多种方式，进一步为残疾群体分忧解
难的桥梁，提高残疾群体融入社会的信
心，推动残疾群体事业健康发展，从而营
造尊重、关爱、帮助残疾群体的良好氛围。

(姜汉 姜宇)

成山镇组织开展船舶消防救援应急演练
5月25日上午，成山镇联合工信、海事等部

门在荣成新霞修船有限公司开展船舶消防救
援应急演练。

此次演练以停靠在坞内的“程瑞8”轮内发
生火灾为背景，假设1名员工在撤离过程中腿
部受伤，需要吊笼将其转移下船。演练开始后，
各小组密切配合，按程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
案，疏散施工人员有序达到紧急集合点，并呼
叫消防车、救护车开展灭火救援工作。此次船

舶消防救援应急演练程序到位、救助及时、衔
接紧密，不仅提高了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和应
急防护能力，也对安全生产标准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演练结束后，成山镇安监部门还对荣成新
霞修船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方案、制度体系、记
录台账等逐项进行了细致检查，确保不出现任
何安全漏洞。

(陶慧铭)

荣成市民政局：推进平安荣成建设，专业社会服务送一线

日前，荣成市民政局积极组织社工深入渔
港一线，“按需”与“按期”两手抓，精准开展进
渔港服务。

荣成市独特的海洋经济和劳动密集的产
业特点，每年吸引将近20万外来务工人员，因
此形成了1200多人的外来流动儿童群体。这些
儿童父母很少有时间照顾孩子，导致他们成了
异地留守儿童。针对这一现状，荣成市雁筑港
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组织开展“爱暖流萤”关
爱外来务工船员子女项目，共组织“周末课堂”
四期，汇聚100多名社工、教师、志愿者、家长等

“家校社”力量，利用与学校的协定教室，为150
名异地流动儿童集中辅导，把“没人管”的孩子
们真正管起来。

荣成市民政局、芬芳青少年社工服务中心
与国家电网(荣成)彩虹党员服务队的志愿者
及工作人员近30人，分成5组对辖区内流动儿
童家庭开展走访排查，普及安全用电知识，对
老化和有风险的线路及时更换，确保孩子们用
电安全。引航志愿者协会爱在石岛服务团，走
进赤山渔港，开展常态化环境卫生志愿服务活
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港城底色，为渔港擦亮服
务名片。同时，荣成市民政局主动帮助镇街对
接辖区内公益社会组织及备案社区社会组织
组建志愿服务团，以“信用+志愿”为抓手，常态
化开展志愿服务，在渔港内营造整洁、和谐的
生产氛围。

(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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