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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

筑牢疫情防控底线

让群众“安心”

医心向党，医心为民。今年以
来，高青县卫生健康局通过系列
暖心举措，积极解决群众看病就
医“急难愁盼”问题，以扎实工作
和务实干劲推动“健康高青”建
设，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明显提
升。

群众看病就医满意度连续两
年均位列全市第一，在刚刚结束
的2021年上半年度全市满意度测
评中继续位列全市第一名。

高青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
记、局长吕凯表示，高青县卫生健
康局始终把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疫
苗接种工作作为政治任务来抓，
牢牢把握“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的防控策略，毫不松懈地做好疫
情常态化防控各项工作，多措施
确保疫苗接种工作安全有序开
展，筑牢疫情防控底线，让群众

“安心”。
同时，扎实开展疫苗接种工

作，筑牢全民免疫屏障。吕凯告诉
记者，自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开展以来，高青县卫生健康局推
行“五加”服务，“临时接种点+常
规接种门诊，团队预约+个人预
约，集中接种+上门随访，日场接
种+夜场接种，固定接种+流动接
种，多措施确保疫苗接种工作有
序开展。”吕凯说。

创新就医服务模式

让群众“舒心”

为提升品质医疗，高青县卫
生 健 康 局 制 定 了《“ 健 康 高
青”——— 品质医疗提升行动实施
方案》以及《我为群众办实事·品
质医疗提升行动50条》，继续开展

“看病不求人、患者少跑腿”便民
服务活动，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我为患者做件事”主题活动。
同时，开通就医“绿色通道”

服务。推行“一站式”服务模式，完
善门诊导诊服务和出院流程，二
级以上医院设置导医台，其他医
疗机构在就医高峰时段有导引人
员，实现让患者挂号少排队、候诊
少等待、检查少跑腿、取药少麻
烦，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满足人民
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多样化需
求。

以花沟中心卫生院为例。花
沟中心卫生院院长王红卫告诉记
者，近年来医院就诊人次持续上
升，群众满意度大幅提高，政府大
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就
医环境，各级领导对我院重视有
加，提供了众多建议和良策，为医
院的长期发展指明了方向。医院
多措并举，逐步提升综合服务能
力和水平。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

打造智慧医疗服务模式；成立名
医基层工作站，解决基层卫生机
构缺乏优秀人才燃眉之急；走村
入户，提升群众获得感。

“医院借助‘红方块’公益服
务团队这一品牌，开展‘健康花沟
村村行’，送医下乡，免费义诊，逐
步达到了小病善治，大病善识，急
病善转，慢病善管的发展目标，使
辖区群众真正得到了实惠。”王红
卫说。

优化医疗服务细节

让群众“暖心”

建立医师回访制度，延伸服
务时空。出院患者住院期间主管
医师电话回访出院病人，回访内
容主要为病人康复情况及健康指

导等。
同时，医院职能科室电话回

访门诊病人，回访主要内容为医
务人员服务态度、治疗效果和对
医院的意见及建议等。

扎实工作的开展赢得了系列
荣誉，高青县被列为全国县域医
共体建设试点县，先后创建成为
国家卫生县城、全国中医药工作
先进县、全国紧密型医共体建设
试点县和全省智慧基层服务品牌
县；高青县卫生健康局也先后被
评为山东省抗击新冠肺炎先进集
体、省级文明单位；连续多年被评
为全县目标责任考核优秀单位。

下一步，高青县卫生健康局
将继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持续推进疫苗接种工作，全力
构筑全民免疫屏障。同时坚持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持续深化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全县“六大中
心”建设，依托县人民医院国家级

“胸痛中心”和“卒中中心”，成立
高青县胸痛专科联盟和卒中专科
联盟，推进全县胸痛救治单位建
设，进一步提升全县危急重症救
治能力；努力提升群众满意度，努
力保持考核名次走在前列。

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
健康“赶考”用心为民服务

健康是人民幸福之基，近年来，高青县卫生健康局始终坚持
“以病人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打造良好卫生健康发展环境。为更好地
满足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多样化需求，开展了一系列的工
作，为建设“健康高青”提供有力保障。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胡允鹏 通讯员 张磊

高青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名医村村行”暨百村万户大巡诊活动现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陈晓丽 通讯员 闫鹏飞

10月8日是第24个“全国高血压
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血压要知
晓，降压要达标”。为进一步加强心
脑血管疾病等重大慢性病防治宣传
引导，营造慢性病防控“人人参与、
人人享有”的良好氛围。连日来，山
东省各地疾控工作者深入社区开展
高血压防治主题宣传、专家咨询、知
识科普等活动。

山东省疾控中心联合山东省中
医国家高血压病中医临床研究基地
共同开展了主题日义诊宣传活动。
慢病专家为就诊患者发放高血压宣
传教育材料，宣讲控盐降压知识，发
放控盐勺等干预工具，并指导患者
进行自我血压管理，受到就诊患者
热烈欢迎。

山东省疾控中心组织慢病专
家，梳理“三减控三高”“高血压”等
科普知识，利用微信公众号等宣传
平台开展了全民科普“三减控三高”

“9·15减盐周”“全国高血压日”等主
题答题活动，截至10月9日，累计参
与人数15 . 5万人，参与答题64万余
人次。

济南市疾控中心原创顺口溜，
强调“防控高血压，知行要合一”。淄
博市推动各区县开展高血压防治知
识有奖答题活动。临沂市通过报纸、
楼宇电视、《健康临沂》栏目等平台
开展“三减”宣传。淄博市在各医院、
社区门诊、药店等医疗机构醒目场
所设置血压免费测量点，主动为群
众提供相关技术指导与服务。在烟
台，莱州一中学生志愿者也走上街

头与当地疾控工作者一起开展宣传
活动。在威海荣成市第二社会福利
中心，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为老人们
讲解高血压核心知识，免费测量血
压，告知血压控制水平和注意事项。
目前，各地已累计发放宣传材料20
多万份，盐勺、控油壶等干预工具5
万多个。

近年来，山东省高度重视高血
压防控工作，先后启动实施了“减盐
防控高血压项目”“一评二控三减四
健专项行动”“高血压达标行动”“健
康 山 东 心 脑 血 管 疾 病 防 治 行 动
(2020-2022年)”“三减控三高”项目
等，在“防”字上狠下功夫。

一是防危险因素。实施“三减控
三高”项目，引导居民控制“盐”“油”

“糖”摄入量；推动食品生产加工企
业、餐饮单位合理减少和控制油、
盐、糖的使用量；推广针对不同人

群、不同场所的“三减”干预模式。
二是筛高危人群。在各级各类

医疗机构落实首诊测血压制度，在
公共场所内建设“健康驿站”“健康
小屋”等，推广普及血压测量；依托
重大传染病防控项目，积极开展心
血管病高危人群筛查和综合干预项
目，近年来，项目共筛出并干预高危
对象近4万人。

三是融患者管理。实施“高血压
达标行动”，建立了疾控中心、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三位一体”高血压防治管融合体
系；制定推广山东省高血压达标行
动推荐治疗方案，实施高血压标准
化治疗。目前，山东省居民高血压知
晓率达到44%，高血压治疗控制率
41%，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由2018
年的15 . 7%下降至14 . 1%，下降了
10 . 2%。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小蒙 通讯员 关天星

说起9月下旬转诊济南市中心医院血
管外科做手术的经历，80岁老人及其家属
不禁感慨，太方便了！“下午4点多从南
山院区转诊到中心医院，5点开始手术，7

点50分手术就结束了，术后可以再转诊到
南山院区(历城区人民医院)进一步治疗基
础疾病。”医生提醒，老人下肢出现凉、
麻、痛的感觉，要高度警惕下肢动脉血
栓。

因为右下肢及足部发凉，颜色发紫、
麻木，80岁老人在家人陪同下到济南市中
心医院南山院区(历城区人民医院)就诊。
医生接诊后，又经过济南市中心医院派驻
在南山院区的专家团队会诊，初步诊断为
“下肢缺血，下肢动脉栓塞”，建议转诊
到中心医院，尽快实施手术。

“下肢无明显诱因出现‘凉、麻、
痛’这三个症状，一定要高度警惕自己是
不是发生了下肢动脉血栓。”济南市中心
医院血管外科主治医师刘兆轩说，老人就
是通过进一步检查，锁定了由房颤导致的
下肢动脉血栓。

“房颤导致的栓塞，包括脑栓塞、腹
腔动脉栓塞以及肢体动脉栓塞，都是急
症，手术越早越好。”刘兆轩说，如果延
误最佳手术时机，下肢动脉血栓的后果是
肢体坏死，甚至危及生命。

随后，老人通过济南市中心医院与历
城区人民医院之间的转诊，顺利完成了手
术。“大医院的手术水平高，能够及时解
决病人的难题，回到家门口的医院去调
理、治疗慢性病，减轻了家人的照护负
担。”

据济南市中心医院南山院区院长助理
王晓虹介绍，老人有房颤、糖尿病等病史
7年多，未长期系统用药控制，心衰病史
多年，此次住院手术之前一直未规范用药
治疗。经过血管外科的这次手术，老人的
右腿已经恢复得很好，回南山院区(历城
区人民医院)继续相关的内科治疗，很有
必要。

全国高血压日：
山东居民高血压治疗控制率为4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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