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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故事

各地简讯

《信访工作条例》学习问答

王英芳：援疆路上没有“困难”二字
本报记者 张 驰

2019年9月10日，王英芳作为
河南省第十批援疆人才来到哈密。

来哈密之前，王英芳是河南省
人民医院妇科专家。20余年的从
业经历让她既具备娴熟的一线诊
疗技术，也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
验。来哈密后，组织安排王英芳担
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红
星医院（以下简称红星医院）妇产

科主任。半年后，她被任命为副院
长。

初到哈密时，王英芳观察到，
红星医院的诊疗规范、协作机制
和科室分工不够健全。面对困
难，王英芳的解决思路是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找出要害、解决问
题、不断改进。王英芳定期为妇
科和产科的医务人员讲授妇产科

各项诊疗操作规范和相关的知识
技能，提高当地医务人员的专业
技术水平和服务意识；顺利开展
了“产儿一体化”管理，在坚持“每
周一会”的基础上，使产科和儿科
进行了无缝对接，整体流程也更
加顺畅和规范。

在红星医院工作一段时间后，
王英芳又增加了援疆人才管理、妇
幼医学中心、全院科研教学等方面
的管理工作。“不能怕困难，要是想
轻松，就不要来援疆。”面对加重的
担子，王英芳这样说。

对于援疆人才的管理，她的
宗旨是服务，这也是她在河南省

人民医院多年管理团队的心得。
在工作和生活中，河南援疆人才
有什么问题，她都会不遗余力地
去协调解决。“管理的本质其实就
是服务，为援疆人才服务好了，为
他们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撑，营
造轻松快乐的气氛，团队就会凝
聚更多的正能量，援疆人才就会
更充分地发挥专长，为援疆事业
做出更大的贡献。”

2020 年 12 月 3 日，红星医院
获批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基地（全科），这是红星医院发
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援疆
期间，王英芳还带领科研教学中

心成功申报了 4 项河南省教育厅
“十三五”规划教育援疆专项课
题，提高了红星医院的科研水
平。在繁忙的管理和科研工作
之余，王英芳也没有放松自己的

“老本行”，依托自身专业优势，
主导开设了妇科内分泌、更年期
门诊，填补了红星医院妇科亚专
科的空白。

回顾近两年的援疆生涯，王英
芳说，作为一名医生，援疆是责任、
是光荣、是使命，能为新疆各族群
众服务，是无比幸福的事；能为河
南援疆事业添上自己的绵薄之力，
是值得骄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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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12 日，焦作市召开
妇幼健康工作推进会暨妇幼健康行
动“三大提升行动”（母婴安全保障提
升行动、妇幼保健机构提质升级行
动、妇幼健康人才提升行动）动员会，
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部署了妇幼健康

“三大提升行动”。焦作市将以妇幼
健康“三大提升行动”为妇幼工作的
重要抓手，进一步提升妇幼健康水
平。

实施母婴安全保障提升行动。
焦作市要求，要强化组织领导，确保
制度、措施、行动真正落地见效；要
加强救治中心管理，市、县两级救治
中心要上下联动、密切协作，切实承
担起危急重症会诊、转诊、接诊、救
治等方面的责任；要严格落实5项制
度，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各类
医疗机构必须严格落实，焦作市卫
生健康委将定期分析通报全市母婴
安全情况，对母婴安全工作滑坡的
县（市、区），将执行约谈通报制度；
要切实发挥“网底”作用，要全面加
强乡村两级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建
设。

实施妇幼保健机构提质升级行
动。焦作市要加快推进市级“四所医
院”和县级“三所医院”中妇幼保健机
构达标建设，落实妇幼保健机构标准
化建设与规范化管理要求，扎实开展
妇幼保健机构绩效考核，强化绩效考
核结果运用，提升妇幼保健机构综合
实力；抓好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
设项目，重点加强产科儿科建设、人
才队伍建设和信息化能力建设。

实施妇幼健康人才提升行动。
按照“能力作风建设年”要求，各单位
要开展妇幼系统大学习、大培训、大
练兵活动，继续开展“妇幼健康讲师
团”宣讲活动，开发编制标准化培训
课件，对全市妇幼保健专业技术人员
开展线上培训；要选拔优秀人才，积
极参加国家、省级医学人才培训项
目，完成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基层产
科医师、儿童保健人员、骨干医师培
训；组织实施焦作市妇幼人才培训计
划，形成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妇幼健
康服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王正勋 侯林峰 冯晓辉）

紧急救治
腹痛难忍孕妇

本报记者 赵忠民

8月10日，在开往沈阳
的列车上，一位孕妇突然腹
痛难忍需要紧急救治，商丘
市 120 指挥中心接到了该
列车乘务组的救助电话，立
即调派距离最近的救护车
前往接诊。

接诊时，医务人员发
现，孕妇极其痛苦、情绪紧
张、精神状态不佳、头疼头
晕、视物模糊，有规律宫缩，
胎膜早破，羊水流出，有剖
宫产史，血压较高，全身水
肿，病情严重，属于危重症
孕产妇，立即转运至商丘市
中心医院危重孕产妇救治
中心。商丘市中心医院立
即开通绿色通道，紧急救
治。

在多学科协作机制下，

医务人员以最快的速度做
好了术前准备工作，在手术
室隔离病房为孕妇进行手
术。最终，伴随着啼哭声，
一个重2.9千克的男婴降生
了，大家悬着的心终于落
地。

婴儿出生时，母体的羊
水已经流完，由于家属没有
做任何产前准备，贴心的医
务人员及时拿来了婴儿用
的衣服和包被，把孩子包裹
好。

据了解，余女士37岁，
吉林省靖宇县人，她和爱人
计划从浙江金华回东北吉
林老家生产，途中，腹痛难
忍，便让乘务组拨打了就近
的商丘市 120 急救电话求
助。

（接上期）
36.对信访人直接提出的信

访事项，如何告知信访人？
答：对信访人直接提出的

信访事项，有关机关、单位能
够当场告知的，应当当场书面
告知；不能当场告知的，应当
自收到信访事项之日起 15 日
内书面告知信访人，但信访人
的姓名（名称）、住址不清的除
外。

37.对转送、交办的信访事
项，有关机关、单位应如何处
理？

答：对党委和政府信访部
门或者本系统上级机关、单位
转送、交办的信访事项，属于本

机关、单位职权范围的，有关机
关、单位应当自收到之日起 15
日内书面告知信访人接收情况
以及处理途径和程序；不属于
本机关、单位或者本系统职权
范围的，有关机关、单位应当自
收到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提出
异议，并详细说明理由，经转
送、交办的信访部门或者上级
机关、单位核实同意后，交还相
关材料。

38.对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
上机关、单位的信访事项，如何
处理？

答：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
上机关、单位的信访事项，由所
涉及的机关、单位协商受理；受

理有争议的，由
其共同的上一
级机关、单位决
定受理机关；受
理有争议且没

有共同的上一级机关、单位的，
由共同的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协
调处理。

39.应当对信访事项做出处
理的机关、单位分立、合并、撤
销的，如何处理？

答：应当对信访事项做出
处理的机关、单位分立、合并、
撤销的，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
机关、单位受理；职责不清的，
由本级党委和政府或者其指定
的机关、单位受理。

40.针对可能造成社会影响
的重大、紧急信访事项和信访
信息，如何处理？

答：各级机关、单位对可能
造成社会影响的重大、紧急信
访事项和信访信息，应当及时
报告本级党委和政府，通报相
关主管部门和本级信访工作联
席会议办公室，在职责范围内
依法及时采取措施，防止不良

影响的产生、扩大。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信访

部门接到重大、紧急信访事项
和信访信息，应当向上一级信
访部门报告，同时报告国家信
访局。

41.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被
禁止的行为有哪些？

答：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
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
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
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
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
有下列行为。

（1）在机关、单位办公场所
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围
堵、冲击机关、单位，拦截公务
车辆，或者堵塞、阻断交通。

（2）携带危险物品、管制器
具。

（3）侮辱、殴打、威胁机关、
单位工作人员，非法限制他人

人身自由，或者毁坏财物。
（4）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

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
人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

（5）煽动、串联、胁迫、以财
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或
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

（6）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
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行为。

42.各级机关、单位及其工
作人员应如何对待群众的诉
求？

答：各级机关、单位及其工
作人员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和有
关规定，按照“诉求合理的问题
解决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
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
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的
要求，依法按政策及时就地解
决群众合法合理诉求，维护正
常信访秩序。

（未完待续）

安阳

举行营养职业技能竞赛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讯

员曲丽萍）8月11日上午，安阳市
首届营养职业技能竞赛在安阳市
人民医院顺利举行。此次竞赛由
安阳市卫生健康委、安阳市总工
会主办，安阳市人民医院、安阳市
疾控中心承办，旨在传递科学的
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知识，帮助
公众树立健康饮食的理念。

本次营养职业技能竞赛共有

13支代表队参加，每队3名选手，
分别为2名专业选手和1名社会选
手，包括理论知识考试和实践技
能考试2个环节。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安阳市
第三人民医院获得一等奖，安阳
市第六人民医院、安阳市第五人
民医院获得二等奖，安阳市人民
医院、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安阳
市第二人民医院获得三等奖。

开封

提高婴幼儿照护服务技能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讯

员赵 敏）8月10日，开封市卫生健
康委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
前提下，组织举办了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服务技能线上培训班，进
一步提高全市婴幼儿照护服务技
能，推动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高质量发展。

各单位要充分认识人才培养
的重要性，加大培训力度，强化人
才队伍建设；要认清形势，坚定做
好托育服务工作的信心；要加强
学习实践，共同推进托育事业高
质量发展；要以竞赛为契机，在全
市托育服务行业营造“比、学、赶、
帮、超”的良好氛围。

漯河

提升婴幼儿照护师资水平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

员刘红杰）8月10日~14日，漯河市
卫生健康委、漯河市妇幼保健院
联合举办全市 3 岁以下婴幼儿人
口监测和照护服务技能实操师资
培训。全市已经备案的21家托育
机构负责人、业务园长参加培训。

漯河市扎实开展“托育服务
知识技能操作培训年”活动，对托
育服务行业进行全员培训，帮助
不符合相关标准规范要求的机构

进行改进，规范运营，保障婴幼儿
在机构内安全健康成长。

按照“十四五”规划，漯河市
着力建立健全婴幼儿照护服务的
政策体系、标准规范体系，积极发
展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培育
建设一批管理规范、服务模式可
复制的示范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
构，每个社区均有可提供全日托、
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婴幼儿
照护服务的机构。

濮阳

加强母婴安全保障工作
本报讯（记者陈述明 通讯

员张明濮 朱永亮）近日，由濮阳
市卫生健康委主办、濮阳市妇幼
保健院承办的濮阳市母婴安全保
障能力提升和产科质量改进推进
会暨第二届孕期营养及代谢性疾
病新进展学术会议成功召开。

濮阳市卫生健康委要求，全
市各助产机构要进一步加强危重
孕产妇救治工作，早发现、早预
警、早诊断、早干预，建立健全“分
工负责、上下联动、应对有序、运

转高效”的救治、会诊、转诊网络，
有效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新生儿
死亡率。

濮阳市妇幼保健院作为全
市产科质量控制中心、全省区域
母婴安全保障管理中心建设单
位，要认真履行中心职责，充分
发挥区域引领和辐射作用，积极
探索区域协作发展的有效模式，
扎实推动母婴安全 5 项制度落
实，切实提升母婴安全保障能
力。

怎样捐献单采成分血
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 张 燕

生命离不开血液，临床输血是
抢救危重患者的一种特殊医疗措
施。目前，人造血液尚不能完全代
替人体血液，我国临床用血只能依
靠健康人群的捐献，也就是无偿献
血。

无偿献血有哪些形式
无偿献血主要分为捐献全血

和单采成分血两种形式。捐献单
采成分血是指符合献血条件的健
康公民，利用血站的全自动血细胞
分离机捐献自身血液中的某一种
成分，可以是单一的血小板、红细
胞、粒细胞、外周造血干细胞等。
目前，国内采供血机构开展较多的
单采成分血是单采血小板，捐献单
采血小板和捐献全血一样，都是作
为特殊的医疗资源用于临床救治
工作。

血小板在临床上有哪些用途
在临床上，有很多疾病需要输

注高浓度的血小板来进行治疗。单
采血小板主要用于救治因各种原因
造成的血小板数量减少或功能异常
的患者，一般常见于白血病、再生障

碍性贫血、淋巴瘤等血液病患者，以
及因放疗、化疗而引起骨髓抑制的
癌症患者，其中有很多病情严重的
患者需要依靠不间断地输注血小板
来维持生命。

捐献单采血小板对献血者有哪
些要求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身体健康，符合捐献要求，

且各项血液检测结果均合格；
（2）血小板计数：≥150×109/升

且<450×109/升；
（3）男性体重≥50千克，女性体

重≥45千克；
（4）年龄：提倡年龄18周岁~55

周岁。既往无献血反应、符合健康
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再
次献血的，年龄可以延长至 60 周
岁。

捐献单采血小板有哪些注意事
项

捐献单采血小板前一天，献血
者应有较充足的睡眠，献血前一餐
勿食脂类含量高的食物（如牛奶、豆
浆、油条、肥肉等），勿饮酒，一周内

没有服用过阿司匹林类药物。
捐献单采血小板的间隔时间是

多久
健康人体内血小板数量充裕，

捐出的血小板在48小时~72小时内
可以恢复到捐献前的水平，比捐献
全血的恢复时间更短。因此，健康
人两次捐献单采血小板的间隔期为
2周，一年不大于24次。

捐献单采血小板是否安全
答案是肯定的。在捐献血小

板的过程中，每位献血者每次使用
的都是一次性耗材，不会造成交叉
污染。献血者的血液都在无菌密
闭的管路中循环和分离，血液分离
机的操作是全自动化、电脑程序运
作，还有受过专业培训的医务人员
的精心护理，更确保了全过程的安
全舒适。

血液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
量，无偿献血是一种无私奉献、救死
扶伤的崇高行为。欢迎广大爱心人
士积极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捐献可
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
命！

←8月10日，在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务人员为
今年征兵的士官进行体检。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作
为新兵体检的定点医院。连日来，该院组织医务人员全
力保障体检工作，确保征兵体检工作按时完成。

丁宏伟 周 甜/摄

↑8月12日，在许昌市妇幼保健院，职工进行消防应急演练。当
天，该院联合许昌市东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提升应
急处置能力。 王正勋 侯林峰 王松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