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院迎接武侯区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评审

 8 月 18 日上午，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评审专家一行

院副院长范文碧的带领下对我院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工作进行了督导检查和评审

业务副院长张光毅代表医院对专家组表示热烈欢迎

的总体情况，随后督导专家分成相应专业组对我院相关工作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

 检查结束后，专家组对检查情况进行了集中反馈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医院领导关注产儿科的建设

与发展，重视对产、儿科技术人员的培训与继续教育

到位；同时对医务人员的技术考核结果

护理等工作表示满意。与此同时

产技术方面与计划生育工作方面的不足之处

关不足给予了良好的建议。 

 最后，郭鹏院长对专家组所作的检查和指导表示感谢

问题及时进行整改，这次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质量工作督导检查将十分有利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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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迎接武侯区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评审

工作检查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评审专家一行 7人，

的带领下对我院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工作进行了督导检查和评审

业务副院长张光毅代表医院对专家组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专家组汇报了我院相关工作

随后督导专家分成相应专业组对我院相关工作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

专家组对检查情况进行了集中反馈。专家们对我院产科

认为医院领导关注产儿科的建设

儿科技术人员的培训与继续教育

同时对医务人员的技术考核结果，院感控制、

与此同时，专家组也指出在助

产技术方面与计划生育工作方面的不足之处，并就相

郭鹏院长对专家组所作的检查和指导表示感谢，并指出

这次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质量工作督导检查将十分有利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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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迎接武侯区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评审 

，在组长武侯区人民医

的带领下对我院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工作进行了督导检查和评审。

并向专家组汇报了我院相关工作

随后督导专家分成相应专业组对我院相关工作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 

专家们对我院产科、儿科的工

并指出，医院将对存在的

这次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质量工作督导检查将十分有利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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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产儿科技术服务质量的改善和提高，有利于我院母婴保健服务水平更上一个新台

阶。 

 

 

 

 

 

 

科主任会议 

8 月 31 日在会议室召开了质量与安全科主任会， 

本次会议主要由医务科黄科长对 8月份以来医疗质 

量和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隐患进行了分析，并提

出了改进的具体要求。副院长张光毅最后总结：希

望各位主任、主任助理积极主动管理，提高医疗质

量，消除安全隐患。科主任会议将是我们医疗质量

通报的一部分。 

 

19 日下午我院针对接受武侯区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评审检查中，专家组提

出的建议核意见高度重视，由业务副院长张光毅主持在医务科召开了母婴保健专

项技术持续改进会，相关科室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同时分别拟定了整改措施，

最后张副院长责成医务科在本周内完成整改方案的梳理并第一时间上报区妇保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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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妇幼保健院专家来我院指导工作 

自今年年初，我院与省妇幼保健院签订医联体协议后，双方多次沟通，于 8月 25

日下午，省妇幼保健院派出新生儿科副主任张勇、手术室护士长张安平以及该院运营

办的两位老师来我院指导工作。医院副院长张光毅全程陪同。 

  首先新生儿科副主任张勇在我院三楼小会议室为产儿科、急诊科的老师就“新生

儿复苏”进行了培训，为我院带来的了该领域新的理念，与会的人员纷纷表示受益匪

浅。随后院感办负责人贾莉、手术室护士长刘

冬梅陪同手术室护士长张安平到我院手术室

对院感工作进行了现场指导。儿科何岗主任、

护士长刘燕陪同张勇主任对我院新生儿病房

进行了现场指导。通过近

两小时的沟通，两位专家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好的

建议意见，同时互留了联 系方式。该院表示，将加

强与我院的联系，愿为我 院产儿科工作给予更加

实际的帮助。  

省卫计委领导到我院现场指导大肠癌筛查工作 

8 月 5 日下午 4:00，四川省卫计委疾控处王处长、四川省肿瘤防治办公室李主任，

在武侯区疾控中心主任申泰华的陪同下，对我院开展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大肠

癌筛查”工作情况进行了现场督导。 

院长郭鹏、副院长张光毅、项目办负责人胡红霞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向督导组一行

做了工作汇报。省卫计委领导在听取了报告并实地考察后对该院此项工作的开展予以

充分肯定，并做了重要指示。 

院长郭鹏表示，我院将努力做好该项民心工程，保质保量的完成大肠癌筛查项目工

作，使辖区筛查出的可干预的癌前病变及癌症病人得到及时、优先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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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加大大培培训训力力度度    培培训训进进行行时时  

为进一步加强医院重点监控药品临床应用管理，促进临床医生合理用药，根据四

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建立医疗机构重点监控药品管理制度的通知》文件

精神，8月 4日，我院开展重点监控药品临床管理培训，全院医师、药师参加此次培训。 

药剂科羊主任以《重点监控药品临床应用管理》、《重点监控药品的合理使用》

为主题展开学习，通过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的方式，

深入浅出地将重点监控药品的相关知识与使用规范

详细地讲授给与会人员。通过此次培训，充分发挥

临床医师的指导作用，在用药适宜性、药物选择、

给药途径及配伍禁忌等加强对临床医师的指导，规

范医师处方行为，提升医师合理用药水平，保证患者用药安全。 

8 月 24 日，医务科黄科长对临床医务人员进行

《临床科学合理用血》培训，本次培训以 1.为什么

输血？2.输什么血？3.如何输血？4.输血关键环

节和过程控制，四大方面进行培训，旨在希望通过

此次培训使临床医护人员进一步树立合理用血的

理念和习惯，强化合理用血意识，对今后医院开展

合理、规范、安全用血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了进一步加强临床科室医务人员对传染病

报病的规范性及严肃性，我院于 8 月 22 日在三楼

学术厅请到“武侯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

科”廖喜安老师到院，为我院临床医生进行了相关

培训。培训结束后对全体参会人员进行了“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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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管理与防控技术培训考核”全部合格。通过本次培训全面提升了我院对传

染病知识的理解，同时加强了传染病报病的准确性以及及时性。               

医院开展夏季消防安全培训及应急疏散演练 

8 月 12 日下午 4:00，我院邀请到成都市全民防火安全中心陈教官在三楼学术厅开

展夏季消防安全知识讲座培训，知识讲座培训结束后指导外一科和外三科开展消防应

急疏散和灭火器实际使用操作演练。 

培训过程中，陈教官绘声绘色的向医院职工介绍了火灾逃生的方法和各种消防器材

的使用方式，并由郭鹏院长亲自做了示范，大家

都受益匪浅。消防安全是医院工作的重中之重，

是一切安全生产工作的基础，二甲复评中要求人

人必须掌握的内容。通

过此次培训和演练，大家

都加深了对医院消防安

全工作的认识，提升自身

的防火意识和火场逃生的技能，保障医院的安全

生产工作顺利开展。 

 

 

 

 

 

短讯  8 月 10 日晚，医院请到华西呼吸 ICU

梁宗安教授来我院 ICU 教学查房，临床科室

人员积极参与学习。查房结束后梁教授进行

了病案分析，纷纷表示希望医院能多组织这

样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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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认真组织 

合计：书包总数 223 个  书本一套  参与捐赠人数：172 人 

 

 

 

 

 

 

 

留守儿童（学生）关爱行动 

为了进一步做好关爱留守儿童工作，关注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让更多的留守儿

童实现上学的梦想。我院于 8月 11 日赴宜宾市高县参加了由高县“留守儿童（学生）

关爱行动”领导小组主办的“七彩假期，欢乐童年”活动。 

志愿者们来到留守儿童身边，嘘寒问暖，与他们亲切交流，并将我院职工捐献的

223 个崭新的书包送到孩子们手中，鼓励他们好好学习。此次献爱心活动得到了社

会高度赞扬。为此，共青团高县委员会、高县青年志愿者协会特授予我院“2016 年

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单位”荣誉称号。  

关爱患者雨天出行，医院免费发放雨衣 

  本月天气变化较大，刚还阳光明媚过会就大雨倾盆，让来院就诊的患者及家属措

手不及。为了给广大患者及家属雨天出行提供方便，我院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在门诊

大厅向患者及家属免费发放雨衣，医院工作人员将雨衣发到患者及家属手中，大雨

中暖意浓浓的一件件雨衣让大家满心欢喜。一位大爷接过雨衣跟工作人员笑着说：

“你们发起的这个活动好啊，雨天发雨衣，既便民又有爱心！现在三医院的服务是

越来越好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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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又出新举措 

医院免费为患者供应解暑凉茶 

8 月是成都最热的一个月，近日医院开展为患者免费发放矿泉水活动，8月 23 我

院又推出了“免费为患者送解暑凉茶”的新举措。一进医

院门诊大厅一眼就看到收费窗口前摆放的不锈钢茶桶，上

面贴着“解暑茶”的字样、旁边放着纸杯。我院提供的解

暑凉茶很受欢迎，不光就诊的患者、家属不时上来接上一

杯，医院的保洁、护工也偶尔过来接上一杯带走。“有点

淡淡的药味，甘甘甜甜的，很好喝，最主要比白开水更解

渴，还能降温解暑！”一名门诊患者啧啧称赞道。  

我院走进广汇申蓉汽车（四川）公司开展急救知识培训 

为普及急救知识，让更多的人掌握急救技能，8 月 24 日下午我院派出医务人员数名

走进广汇申蓉汽车（四川）公司，为该公司员工进行了一场以“心肺复苏和院前急救”

为主题的急诊救护知识培训。 

急诊科主任助理主治医师白俊从如何从被救助者意识、呼吸、心跳三个方面来判断

救助者是否需要实施心肺复苏，还针对如何正确、有效地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和人工呼

吸向该公司员工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对救助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

讲解；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广汇申蓉汽车（四

川）公司的员工们纷纷到模拟人前面进行现场

实战模拟，通过演练大家对心肺复苏的实际操

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此外，白医生还为员工

们就医疗救护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创口包

扎止血、人工呼吸急救操作方法等知识进行了

全面有效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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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培训增强了该公司员工的院前急救意识，普及了一些常用的急救技能，培

养出了一批“急救师”，让他们能在医生赶到之前为需要急

救的患者在黄金时段正确实施心肺复

苏，从而提高公司的医疗救护水平和

对突发情况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新生入学体检 感谢有你 

又是一年开学季，我院也不例外，连续三天新生入学体检，让本不宽敞的过道

显得更加拥挤。但是医院采取了自序疏导，得以顺利进行。学习家长感叹道：感谢

有你，因为有你让体检的流程变得顺畅！感谢有你，因为有你让拥挤的人流变得井

然有序！感谢有你…… 

我院开展“关爱职工，夏送清凉”活动 

   为切实保障高温酷暑期间我院职工的身体健

康，营造健康、平安的工作环境，8月 23 日，医院

开展了“关爱职工，夏送清凉”活动。向酷暑期间

工作在临床一线、窗口服务、以及行政后勤的全院

390 余名职工、实习生送去清香的贡菊花、金银花，

为广大职工和实习生消暑解渴。截止下午 4点，院

办已陆续将清凉饮品配送到全院各科室。本次活动

体现了理事会和医院领导在炎炎夏日中对全院职

工、实习生的滴滴关爱，希望大家在高温天气中劳

逸结合，保重身体，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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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 

亲爱的同仁们： 

为了给大家提供优质、健康、卫生的膳食，营造轻松愉快的用餐环境，我院

已将终止第三方承包合同，今后将由我院自行经营管理。并加装了壁扇，添置了厨

房设备，聘请了有厨师证照的厨师。从 8月 21 日起职工食堂已进入试营业阶段，将

努力为大家提供多样的营养早餐、午晚餐盒饭和小炒及免费汤品。 

 为了给大家提供保质保量、安全卫生的膳食，我们承诺： 

1、所有采购食材都可以溯源，粮油产品附有食品卫生安全许可证，肉类产品附有

检验合格证。 

2、绝不购买有损身体健康和腐烂变质或劣质食品。 

3、每餐都将留样 72 小时。 

4、餐厅、厨房卫生，每日三检，所有操作透明化。 

5、每餐饭食尽量按成本收费（根据结算情况随时调整价格）。 

另外，为了规范食堂的资金管理，我们统一使用购餐卡就餐，无论是我院职工或

是患者及家属，请先到门诊收费室办理充值卡，然后到食堂就餐，充值卡可随充随

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职工食堂就是职工的家，需要人人关心爱护这个家，家也需要不断改进、完善。

请大家监督、食堂设有意见薄，希望能看到您宝贵的意见。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

理解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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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护士操作技能，提升职业素质，实践“以病人为中

心”服务理念。8 月 18 日护理部组织心电监护操作考试，全院随

机抽考 12 名护士，整体情况较好，都认真练习，准备充分，操作较熟练。部分护士存

在以下问题：监护仪参数调节不准确；关爱意识薄弱，未注意为患者遮盖，保护隐私；

操作中未注意与患者有效交流，未指导家属在监护仪旁禁止使用电子产品；医疗垃圾 

处置不当，未及时丢于垃圾桶。对存在问题现场指出，帮助改进。                          

※本月护理部对全院护理质量进行检查，重点督

查抢救车管理，优质护理、导管护理等，针对存在

问题，现场反馈，立即改进。 

※张光毅业务副院长主持召开了护士长会议，会

上护理部通报了 8 月护理质量检查中存在的问题，

强化“以病人为中心”的护患沟通模式，并下发了

二甲评审资料组卷目录。张院对规范医保记账，合

理记费，医保病人在床率管理等问题提出要求。各科护士长纷纷表示对存在的问题持

续改进，做好二甲评审各项工作。 

※护理部主任参加成都市医学会举办的《医养结合.长期照护国际学术交流》培训。

全院护士积极参加医院组织的《传染病报告管理》、《新生儿复苏培训》、《临床科学合

理用血》的培训，使大家专科知识业务能力得以提高。 

※签约成都春风优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引进专业陪护，满足就医群体生活照顾，

提升病患生活质量，享有方便、专业、温暖的陪护服务。 

 

 

 

 

 

短讯  为提高职工的职业防护意识，减少职业暴露，掌握职业暴露的预防措施、

职业暴露后处置报告流程及复查要求，进一步提高职工职业安全。8月 16 日院感科

联合检验科在抽血窗口进行了职业暴露应急预案演练。院感科和检验科医务人员参

加了演练。演练结束后对本次演练进行总结评价，发现科内存在的问题，及时结合

实际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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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远程 9 月课程 

编号 课题名称 主讲人 日  期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1 CAP 更新指南解读 范红 9/1 15:45 17:15 

2 疼痛药物学基础 何红晨 9/2 15:45 17:15 

3 急性胰腺炎的影像诊断新概念 宋彬 9/5 15:45 17:15 

4 临床心理评估 邓伟 9/6 15:45 17:15 

5 如何撰写护理论文 方进博 9/7 15:45 17:15 

6 常见疼痛疾患诊疗思维 何红晨 9/8 15:45 17:15 

7 颅内恶性肿瘤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龚启勇 9/9 15:45 17:15 

8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诊治进展 马红兵 9/12 15:45 17:15 

9 肺动脉栓塞的多层螺旋 CT 诊断 杨志刚 9/13 15:45 17:15 

10 等级医院评审对临床护理工作的影响 宋锦平 9/14 15:45 17:15 

11 孤立性肺结节的多层螺旋 CT 诊断及鉴别

诊断 

余建群 9/19 15:45 17:15 

12 外科围手术期的出凝血问题 邓承棋 9/20 15:45 17:15 

13 人文素养与医疗服务 杨庆 9/21 15:45 17:15 

14 手术室岗位及绩效管理 龚仁蓉 9/22 15:45 17:15 

15 焦虑障碍的诊疗新进展 邱昌建 9/23 15:45 17:15 

16 高血压脑出血的多学科合作与外科治疗进

展 

游  潮 9/26 15:45 17:15 

17 骨髓衰竭综合征 常红 9/27 15:45 17:15 

18 胃癌的 MDCT 扫描技术及诊断的标准化 伍兵 9/28 15:45 17:15 

19 银屑病管理进展 李薇 9/29 15:45 17:15 

20 病房护士长精细化管理实践 谷波 9/30 15:45 1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