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照好茶，团圆味道，龙宇溪润 欢迎您！ 电话：18300322636

28 MORNING POST 2018.1２.27 星期四 赖世山酒业 诚心做酒 敬请品鉴
电话： 18906339700编辑：锦军 XCBWLB89@126.COM电话：18963068796

日照市妇幼保健院

11月 30日，2018年日照市妇幼
营养适宜技术培训班在市妇幼保健
院举办。

本次培训由日照市妇幼保健协
会主办，日照市营养学会妇幼营养专
业委员会承办。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
院儿童保健所主任、山东省营养学会
妇幼营养专委会主任委员赵冬梅受
邀做专题讲座，日照市妇幼保健院院
长、日照市妇幼保健协会会长徐祥文
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全市各级从事
妇幼保健、妇产科、儿科专业技术人
员、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人员以及
妇幼营养产品研发单位的相关人员
20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妇幼营养是妇女儿童健康发展
和疾病康复的基础。日照市妇幼营养
专业委员会自 2016 年 3 月成立以
来， 在袁安香主任委员的带领下，致
力于为日照市妇女儿童提供连续性
的营养指导服务，搭建我市妇幼营养
知识学习、交流的平台，定期举办妇
幼营养适宜技术培训班，帮助全市妇
幼保健专业技术人员更好的开展妇
幼营养工作。

通过本次培训，普及推广了最新
妇幼营养适宜技术，有效提升了妇幼
保健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有助于加
强全市母婴营养与健康管理，提高人
口健康水平。 （张铭涛 苗超）

日照市妇幼保健院第三届二次
职工代表大会顺利召开

12月 12日下午， 市妇幼保健院
第三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在门诊楼
四楼大会议室召开。 职工代表共 90
人出席大会，医院领导班子也出席了
会议。 大会由工会主席苏岩同志主
持。 按照会议议程，医院绩效考核办
张永宝主任向大家解读了《绩效考核
方案实施细则（草案）》、王惊涛副院
长对《绩效考核方案实施细则（草
案）》的制定做了相关说明。

会上， 徐祥文院长作了动员讲
话，重点阐述了医院实施绩效分配改
革对促进医院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是实施绩效分配改革是深化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二是实施
绩效分配改革是新形势下撬动医院
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杠杆；三是实施绩
效分配改革是医院实现可持续健康
发展的必由之路。 动员讲话中强调，
实施新的绩效改革方案涉及全院职

工利益，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
任务， 不折不扣地落实各项措施，确
保改革工作顺利取得成效。

最后， 职工代表们本着对医院发
展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参与医院重大
事项民主决策， 切实履行职工代表职
责，通过举手表决，大家一致通过了《绩
效考核方案实施细则（草案）》。 第三届
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大会
圆满成功。 （张铭涛 苗超）

日照市妇幼保健院召开行业作风整
治暨服务质量提升工作会议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卫生健康
行业作风整治暨服务质量提升工作
会议精神，12月 12日下午，市妇幼保
健院在门诊楼四楼大会议室召开行
业作风整治暨服务质量提升工作会
议。医院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职
工代表共一百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
由党总支副书记、 副院长王惊涛主
持，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徐祥文传
达了全市医疗卫生行业作风整治会
议精神并作了总结讲话。

徐祥文院长在讲话中指出，院党

总支历来十分重视行业作风建设工
作， 近年来在医疗保健服务质量提
升、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患者满意度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
效。 但服务不优、个别诊疗不合理现
象在我院仍不同程度的存在，务必要
通过这次行风专项治理活动进一步
整改提升。会议强调要汲取卫健系统
典型案例的教训， 增强四个意识，执
行好国家卫生行业“九不准”规定，加
大我院在医药购销领域、 卫生耗材、
大型设备采购、基建等方面存在问题

的整治力度。 切实履行好“一岗双
责”，加强风险意识，抓好制度落实。

此次行风整治工作专题会，既是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一项
制度安排，也是从严管理行业作风的
一项务实举措。医院全体党员干部和
广大从业人员将勇于担当、 主动作
为，以更大的决心、更严的举措、更实
的行动，持续提升群众就医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为健康日照建设和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铭涛 苗超）

2018 年日照市妇幼营养
适宜技术培训班圆满举办

主 办

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
的优良传统，发挥慈善在脱贫攻坚中
的积极作用，12月7日，莒县公路管理
局开展了以“积极参与扶贫开发，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为主题的“慈心
一日捐” 活动。

根据个人捐赠一天的经济收入的
提倡，局领导带头，广大干部职工积极
响应慈善精神，参与本次捐款活动，捐
款共计7000余元， 此次活动所募善款
将全部用于扶贫和脱贫攻坚事业。

“慈心一日捐”活动是贯彻落实打
赢脱贫攻坚战决策部署、 充分发挥慈
善功能的一项重要举措， 是社会各界
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平台， 通过这次
活动的开展， 使广大职工干部们感受
到了公益捐款活动的崇高意义， 在全
局形成了乐于奉献、助人为乐、奉献爱
心的良好氛围。在今后的工作中，莒县
公路局将不断献出爱心， 推进慈善事
业，让更多的弱势群体感受到温暖，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薛敏）

莒县公路局开展“慈心一日捐”活动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母
婴保健法》， 进一步降低我市出生缺
陷发病率、 提高全社会的人口素质，
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孕产妇和婴儿
死亡， 切实保障母婴安全，12月19日
-20日, 市妇幼保健院组织举办了为
期两天的全市产前诊断技术培训班。
本次培训为我院向市人社局申请的
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2018年
重点培训项目。 各区县卫生计生局、
各级妇幼保健院、助产机构、各乡镇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管负
责人以及相关科室主任近260余人参
加了本次培训。 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安茂伟出席培训班并讲话，市妇幼保
健院院长徐祥文致辞，市卫生计生委
妇幼健康服务科科长徐建主持会议。

本次培训邀请长治市妇幼保健院
魏魏院长，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蔡艳院
长，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产前诊断中
心俞冬熠主任，以及7位市级专家分别
就相关业务进行了培训和授课。

相信通过本次培训， 能够全面提
高我市妇幼健康工作人员自身业务技
能，切实将工作做细做实，做出成效，
为保障千家万户的幸福做出应有的努
力， 为推动全市母婴健康又好又快发
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张铭涛 苗超）

强化项目工作 切实服务百姓
———2018年全市产前诊断技术培训班圆满成功

12月6日，第195场银行保险业例
行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中国平安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兼品牌总监盛瑞生以“坚持金融扶
贫，突出智慧扶贫，助力脱贫攻坚”为
主题，介绍了中国平安创新机制模式
开展“精准扶贫”的情况。 今年以来，
中国平安充分运用科技型综合金融

集团的优势，在做好做深做扎实金融
扶贫的基础上， 创新扶贫模式和举
措，重点聚焦智慧扶贫，将“三村工
程”作为整体扶贫规划的重要载体和
举措，推动产业扶贫、健康扶贫和教
育扶贫。 日前，“三村工程”实施以来
最大扶贫项目成功落地，中国平安作
为长江三峡集团30亿元扶贫企业债

主承销商，并投资其中15亿元，所募
资金将用于支持地处国家级贫困县
云南巧家县和四川宁南县的白鹤滩
水电站项目， 惠及库区群众82万人，
涵盖了超过1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该项目成为了全国首单央企扶贫债
和全国单笔金额最大企业扶贫债
券。 (林春燕）

12月12日，20185 CCTV中国十佳
上市公司榜单正式发布。 中国平安
（股票代号：2318.HK,5 601318.SH）凭
借在业务经营、公司治理、股东回报
及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的优异表现，
从3500多家上市公司中脱颖而出，获
评“20185 CCTV中国十佳上市公司”
之一。这是中国平安继2016年跻身该
榜单之后，再度上榜。除中国平安外，

荣获2018年度中国十佳上市公司还
包括工商银行、贵州茅台、万科、美的
集团、中国神华、上汽集团、格力电
器、海康威视和乐普医疗等国内知名
企业。

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平安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56.37
亿元，同比增长19.5%；集团个人客户
数1.82亿，集团互联网用户超5亿，前

三季度新增客户中34.8%来自集团五
大生态圈的互联网用户。 过去五年
（2013年至2017年），中国平安在总资
产、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集
团内含价值和新业务价值等四个核
心指标上分别实现18％、33％、26％、
39％的年复合增长率，稳居国内保险
企业第一位。

（林春燕）

中国平安：聚焦智慧扶贫
“三村工程”企业扶贫债实现两个首创

中国平安荣膺
“20188 CCTV中国十佳上市公司”

近期，日照港二公司矿石装车队
组织开展设备换季保养工作。根据公
司相关技术要求和队里的工作部署，
队全体人员积极开展工作，对使用的
堆取料机、装车机、皮带机等设备逐
项排查、整修，认真抓好设备换季、维
保工作。
针对设备的冬季作业情况，加装

保温管及加热器， 定期检查管理，确
保安全可靠；加强工具车辆交通安全
管制和大型设备移机管理，通过对现

场可能发生的事故进行模拟、 预演，
制定防范措施，增强了对事故的感知
和预防能力。 持续做好设备车容车
貌、作业现场环境大整治，利用生产
计划间隙，组织当班人员和常白班人
员对设备进行突击保养润滑，重点对
设备积料、金属钢结构、转动部位进
行大力整治；同时结合本队设备冬季
电气工作要求，规范电气标准化作业
流程，对设备性能进行提升。

(赵书海)

日照港二公司矿石装车队
开展设备换季保养工作

近日， 长岭镇卫计办在长岭镇小
岭社区开展了“情系流动人口、寒冬送
温暖”关爱流动人口宣传活动。 活动围
绕宣传国家惠民政策、增强女性健康保
健知识、免费发放药具三个方面开展。

一、宣传国家各项惠民政策。 工
作人员通过摆放印有计生政策的展
板、设立计生政策咨询台、发放政策
宣传单页等， 为群众提供贴心服务。
详细讲解了国家提供的免费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奖励扶助、特别扶助、未

成年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等惠民政策。
二、增强女性健康保健知识。 卫

生院冯恩涛医师开展了以“女性卫生
保健”为主题的专题讲座，采用文字、
图片， 结合病例对女性生理结构特
征、心理特点以及常见疾病和异常表
现、病因、预防方法等内容进行了全
面细致的分析讲解，倡导大家从日常
生活入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 树立健康生活理
念。 定期做一些必要的妇科检查，做

到早发现、早治疗、早康复，有效预防
疾病发生。

三、免费发放避孕药具。 工作人
员为育龄群众详细讲解各类计生药
具的使用方法，仔细询问育龄妇女的
身体状况，并根据她们自身情况推荐
合适的计生药具。

此次关爱流动人口宣传活动的
开展使流动人口感受到党委政府的
重视和关怀，提高了流动人口均等化
服务程度。 （董琪）

今年以来，长岭镇卫计办秉持以
人为本、服务群众的宗旨，开拓创新，
采取多项措施提升计生药具服务管
理水平。

做好群众宣传。 在人口聚集地开
展药具知识宣传普及活动，发放药具
宣传单，提高群众药具知识知晓率。

专人专管。 卫计办配备专人负责，

各村均配备专职药管员，全部实行持证
上岗，定期深入到村、户进行调查指导。

打通“最后一公里”。 将药具咨询
和技术服务与卫生指导、 妇幼宣教等
工作相结合，设专人、专室进行避孕指
导，减少非意愿妊娠发生。在村卫生室
设药具投放网点，提升药具的易得性，
打通药具服务“最后一公里”。（董琪）

莒县长岭镇提高计生药具管理服务
莒县长岭镇情系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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