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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安县

黔南8家医院入选国家首批“千县工程”综合能力提升医院
本报讯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了《
“千县工程”县
医院综合能力提升工作县医院名单的通知》，黔南 8 家医院
成为首批纳入国家“千县工程”
的县级医院。
这 8 家医院为福泉市第一人民医院、瓮安县人民医院、
贵定县人民医院、惠水县人民医院、长顺县人民医院、独山县
人民医院、荔波县人民医院和罗甸县人民医院。
2021 年 11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 《“千县工程”县

医院综合能力提升工作方案 （2021-2025 年） 的通知》 中
提到：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满足
县域人民群众医疗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推动
县医院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推动省市优质医疗资源向
县域下沉，结合县医院提标扩能工程，补齐县医院医疗服
务和管理能力短板，逐步实现县域内医疗资源整合共享，

有效落实县医院在县域医疗服务体系中的龙头作用和城乡
医疗服务体系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到 2025 年，全国至少
1000 家县医院达到三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水平，发挥县域
医疗中心作用，为实现一般病在市县解决打下坚实基础。
这是 2021-2025 年，国家对于县域医疗质量提升工程的总
体目标。
（来源：
健康黔南）

州卫健局

开展职业健康进企业宣传活动

黔南举办护士岗位技能竞赛推进护理工作高质量发展

持续提高区域核酸检测应对能力
本报讯 为持续提高区域核酸检测的应对能力，切实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4 月 21 日，瓮安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区
域核酸检测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学习，学习区域核酸检测在组
织实施核酸检测采、送、检等各环节中的防控要求以及目前存在
的相关防控问题和对策,通过培训后，抽调 8 名业务较强的工作
人员到全县乡、镇（街道办事处）开展培训。
培训会上，专家围绕采样、送样过程中防控的主要风险点、
环境消毒处理、采样场地的选址及布局规划、物资储备、采样人
员准备、医疗废弃物处置、采样点设施设备清单、预约检测码流
程等九个方面进行详细讲解，让参训人员深入了解核酸检测各
环节的操作细节及注意事项。
在乡、镇（街道办事处）开展培训过程中，
培训老师从核酸检
测采、送、检等各环节，
再到采样完成后的消毒、医疗废弃物处理
等每一个步骤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和演示，再由学员们亲自上
阵操作，
让每一位医护人员都熟练掌握核酸检测的方法和步骤，
在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及时上阵。
据悉，
参加此次培训的有镇村干部、医务工作者、辅警、网格
员、志愿者等共计 160 余人。通过此次培训，提升了全县区域核
酸检测工作人员的操作处置能力，为在应对紧急情况下开展大
规模核酸检测时能够迅速响应并科学推进提供了保障。
（唐勇）

罗甸县

科普防控知识 增强防护意识
本报讯 2022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1 日是第 20 个《职业
病防治法》宣传周。为深入宣传贯彻《职业病防治法》，
进一
步落实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广大劳动
者职业健康权益，4 月 26 日，州卫生健康局联合州民政局、
州人社局、州医保局、州总工会、州疾控中心及都匀市卫健
局走进都匀黄麻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开展以“一切为了劳动
者健康”
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以职业健康知识培训、现场咨询、发放宣传资
料、义诊等方式开展。在职业健康知识培训环节，
对企业职
工进行了《职业病防治法》、纺织工业的职业危害因素、职业
病预防的重要性及如何做好个人防护、职工医保政策等方
面的培训和宣传。培训结束后，工作人员为企业职工发放
了职业病防治宣传资料，对职工咨询的职业健康相关问题
进行解答，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参与职工积极热情，活动当
天共发放职业病防治相关宣传资料和宣传物品共计 1000
余份。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落实了企业职业病防治主
体责任，
普及了职业病防治知识，
提高了企业职工的自我防
护意识。图为医护人员为职工讲解健康知识。
（张勤 摄影报道）

本报讯 在 2022 年“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4 月
25 日至 26 日，州卫生健康局、州总工会联合举办了“2022
年黔南州护士岗位技能竞赛”，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南丁格
尔精神，激励广大医务工作者为人民健康服务的热情，推
进全州护理工作高质量发展。
竞赛分为临床护理、妇产科护理、重症护理、老年护
理、儿科护理 5 个专业组。竞赛中，参赛选手们沉着冷静，
有条不紊，
表达流畅，
以饱满的热情实施护理操作，
充分展

本报讯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为科普疫情防控
知识，增强群众自我防护意识，4 月 23 日，罗甸县组织志愿服务
队，开展了以“德润罗甸·健康伴你行”为主题的疫情防控科普
知识宣传志愿服务活动。
“防疫措施千万条，戴好口罩第一条。”活动以展板、发放宣
传小折页、咨询问答等方式进行，重点宣传疫苗接种、疫情常态
化防控防护知识，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群众讲解个人
防护八要素等疫情防控科普知识，指导正确佩戴口罩，倡导广
大群众正确认识、科学防控疫情。
本次活动发放各种宣传资料 3000 余份、发放环保购物袋
500 余个，解答群众咨询 100 余人次。通过开展宣传活动，进一
步普及科学防控和健康科普知识，增强广大群众的安全防范意
识和养成科学卫生健康的生活习惯，
提升全民健康素质。
（林丹）
现了护理人员较高的综合素质，
赛出了水平，
赛出了风采。
经过激烈角逐，
最终，
三都县人民医院韦珺（临床护理
组）、州中医医院王永婧（妇产护理组）、州人民医院李静
（重症护理组）、州中医医院杨章诚（老年护理组）、州人民
医院王维（儿科护理组）获各专业组第一名，
评出的每个专
业组前三名将代表黔南参加贵州省护士岗位技能竞赛决
赛。图为州护士岗位技能竞赛现场。
（吴晓燕 摄影报道）

加强消毒产品卫生监督管理
本报讯 荔波县加强消毒产品卫生监督管理，严厉打击市
场上标有“卫消证字”或“卫消字”的产品涉嫌冒充药品、违法宣
传疗效和添加药物的违法行为。
开展消毒产品相关法律法规培训，提升卫生监督员执法能
力和水平，提高消毒产品经营、使用单位法制意识和责任意识。
荔波县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对涉及消毒产品相关法律法规
进行讲解，
对消毒产品经营、使用单位提出要严格执行消毒产品
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进一步加强消毒产品索证意
识，
严把进货关，
严格审核消毒产品相关资质，
规范进货渠道，
确
保消毒产品卫生质量安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权益和身体健
康。此次培训卫健执法大队全体干部职工、全县各消毒产品经
营、使用单位负责人共计 60 余人参加。
开展消毒产品专项检查，
严把产品卫生质量安全，
保障人民
群众权益和身体健康。该项行动主要对各医疗卫生机构、药店、
商场超市等消毒产品经营、使用单位是否严格落实进货检查验
收制度，
消毒产品标签（铭牌）产品名称、标签、说明书、包装等是
否符合要求，是否索取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和消毒产
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并存档备查，消毒产品是否在有效期内使
用、是否存在违法违规宣传疗效等情况进行全面监督检查。
经督查，
大部分单位对消毒产品的采购、经营和使用管理等
方面工作符合规定要求，但发现 2 家经营消毒产品的药店未索
取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和产品安全评价报告，针对发
现的违法行为，卫生执法人员现场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责令整
改，
并立案查处。
该专项整治共计监督检查 27 家医疗机构、1 家疾控机构、1
家妇幼机构、8 家零售药店、3 家商场超市，出动执法人员 130 余
人次，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 40 份，对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2 件，已
结案。
（荔宣）

罗甸县

开展重大交通事故医疗应急演练
本报讯 4 月 26 日，罗甸县人民医院组织开展重大交
通事故伤员抢救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应对大型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能力，提高多科协作能力及医务人员应
急救治水平。
本次演练模拟 120 急救调度指挥、启动应急小组、事故
现场应急处置、院前院内协同救治无缝对接、院内多科协同
救治等。演练过程中，
出诊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后，
立即为病
员查体，
做好院外应急处置。伤员分批返院后，
院内医务人
员迅速行动，
开通绿色通道，
询问采集病史信息、评估病情，
并根据患者病情进行有序分诊。整场演练历时 1 小时，医
务人员配合默契，
抢救过程井然有序，
体现了急救人员良好
的专业素养。
近年来，罗甸县人民医院一直坚持以实战演练的方式
不断提高应急救援处置能力，确保在突发交通事件和意外
伤害事件时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更好地
为罗甸及周边群众提供“安全、快捷、高效”
的医疗服务。
图为事故现场应急处置。
（张彬 摄影报道）

四、是什么毒死了细胞？
1、外部毒素：阳光、空气、水、食物、化学、辐射
污染。
2、内部毒素：新陈代谢废物、紧张压力等。
当毒素的积累超过了肝脏解毒能力时，它们就会破坏
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例如：血液有毒，称为毒血症，毒
血症与过敏、哮喘、皮肤病、癌症、风湿病、痛风、心律
失常、头痛、精神问题等很多疾病都关系密切。
五、细胞障碍的三个阶段：
1、细胞功能障碍 （亚健康）；
2、组织局部受损 （溃疡、炎症）；
3、器官功能衰退 （糖尿病、尿毒症、高血压、心脏
病等疾病）。
六、亚健康——你的细胞生病了，细胞在给你警告！
细胞功能决定人体健康：
激发细胞潜能，
激发与生俱来
就潜藏于人体内的“细胞自我修复与再生的超级力量”，令
人体器官自我修复与重生,延缓衰老,令您青春常驻！
七、细胞活化解决方案：
提高细胞能量，加速细胞修复和再生有效排除毒素，
减轻身体负担。细胞活化重要的意义在于对“进”和
“出”的影响，真正健康的实现是“进”和“出”的完美
达成：进——促进营养吸收，出——加速毒素的排除。

荔波县

细胞营养是如何让人健康的？
（下）
郭志元
八、什么是细胞营养活化？
简单地说，就是让你的每一个细胞都能获得全面均衡
的营养，从而促进细胞的修复、活化、再生，使其达到最
佳功能状态。
九、细胞活化四步骤：
第一步：
食物（营养补充品，
富含全面均衡的营养素）
第二步：
消化系统（增加脾胃功能+外力辅助）
第三步：
循环系统（增加体温,通畅经络,排出毒素）
第四步：
健康全身各组器官的每个细胞（利用营养）
十、什么是细胞营养？
简单地说，就是让你的每一个细胞都能获得全面均衡
的营养，
从而促进细胞的修复、活化、再生，
使其达到最佳功
能状态。
十一、
细胞营养产品与细胞营养输送系统的关系：
第一步：
食物（营养补充品，
富含全面均衡的营养素）

平塘县

织密基金监管网 共筑医保防护线

第二步：
消化系统（消化、分解、吸收营养素）
第三步：
循环系统（运输营养）
第四步：
全身各组织器官的每个细胞（利用营养）
十二、
正确的细胞健康营养观
每个人都应健康，每个人都能健康！幸福的人生从健
康开始，完整的健康从丰富均衡的营养开始！让我们一起
健康快乐地生活吧。
“我们无论如何努力也只能活一次，最
富有的人也无法买
到额外的几小时。
”
我们只能获得一次
有限生命，活得健
康，活得幸福，活
得长久，活出品
质，这是多么有意
义的事情！

营养与健康

本报讯 4 月 23 日，平塘县组织开展以“织密基金监管网、
共筑医保防护线”
为主题的医保基金集中宣传活动，
筑牢医保基
金安全防线，
强化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员法制意识，
自觉维护
医疗保障基金安全，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并自觉维护医疗保障
基金安全的良好氛围。
活动中，
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传手提袋等向过往
群众宣传医保基金监管法律法规、医疗保险基本政策，
公布欺诈
骗保举报奖励办法，
曝光骗保典型，
提升了群众对医保基金使用
的了解度，
营造了“人人知法、人人守法”
的良好氛围。本次宣传
活动，发放宣传折页 1000 余份，宣传品 600 余份，免费测量血压
100 余人，
现场接受咨询 200 余人次。
此次宣传活动提高了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参保单位和
参保人员的法律意识，形成了人人关心医保、人人支持医保、人
人自觉抵制欺诈骗保，
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良好氛围。
（蒙秋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