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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谢丽 记者 王富
刚）11月 3日，单县营商环境工作会议召
开，通报单县营商环境建设情况，宣读
《关于授予林建清等 34名在单投资兴业
客商“单县荣誉市民”的决定》，为来单县
工作超 10年的客商颁发“单县荣誉市民”
证书。

会议指出，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生

存发展的土壤，营商环境优，企业发展
好。召开这次全县营商环境工作会议的
主要目的，就是为来单县工作超过 10年
的客商颁发“单县荣誉市民”证书，听取
部分企业和部门的意见建议，总结营商
环境工作取得的成效，分析存在的主要
问题，研究部署当前和下步重点任务，动
员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转变作风、

担当作为，倾力打造政策最优、成本最
低、服务最好、办事最快的营商环境。

会议要求，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优化
营商环境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各有关部
门要站在全县发展大局的高度，强化责
任意识，实化工作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各
项工作落地落实，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要压实工作责任、严实工作作风，

真正以作风赢得作为、以实干赢得实绩，
营造全力全速、实干快干的工作氛围。
要强化督查考核，对优化营商环境推进
力度大、成效好的，要及时通报表扬；对
工作不力、进展缓慢的，要通报批评；对
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特别是推诿扯
皮、消极应付、拖着不办的，要坚决“零容
忍”，严肃追责问责。

本报讯（通讯员 王丽）单县妇联积极发
挥职能作用，为广大妇女群众送技能、送政策、
送岗位、送服务，倾力帮扶全县妇女创业就业，
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目前，单县妇联克服疫情影响，共组织开
展各类技能培训班 40余期，培训人员 2800余
人，一些学员通过培训走上了开设爱心早点店、
特色小吃店、网店、微店、做金牌月嫂等独立创
业道路。尤其是花样面点技能培训内容丰富，
包括山东手造水煎包、手抓饼等制作，自 6月以
来，已有10多名学员分别开设了小吃店。

县妇联积极做好妇女小额担保贷款政
策宣传，为妇女提供小额担保贴息，为广大妇

女在种、养、加、流通等各个领域创业中提供
资金支持，实现增收致富。据悉，今年以来，
共为 168名创业妇女提供了 2018万元贷款，
为 30名女性提供贴息 38.21万元。县妇联开
展直播带岗专场招聘会，通过网络直播的形
式将企业单位用工需求逐一发布，为城乡妇
女提供就业岗位。目前，共开展直播带岗专
场招聘会 10次，累计为城乡妇女提供就业岗
位 2300余个。通过服务沟通的过程帮助有
意愿创业的妇女实现就业。今年以来，县妇
联在全县新建妇女创业微家 120个，通过微
家的创建，实现了信息及时沟通，增加妇女就
业创业 1000人。

本报讯（记者 王富刚 通讯员 张凯鸣）目
前，单县卫健局全系统以党建为引领，践行人
民身心健康高于一切的理念，真抓实干，狠抓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精细化管理，以提高群
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为目标，扎实推进项目的
有效落实，取得了良好效果，群众的满意度和
获得感得到极大提升。

截至2021年底，单县共建立规范化电子健
康档案 941795份、管理率 91.74%；其中老年人
健康档案 121194份、管理率 72.98%，高血压健
康档案 102738份、管理率 46.43%，糖尿病健康

档案 37101份、管理率 43.56%，孕产妇健康管
理 9267份、管理率 84.43%，0-6岁儿童健康管
理 71453 份、管理率 93%；2021 年为全县
407261 人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率
39.67%，其中高血压97016人、签约率94.43%，
糖尿病 34881人、签约率 94.03%，65岁及以上
老年人 148528人、签约率 89.43%，帮扶人员
79462人、签约率100%，计划生育特殊家庭199
人、签约率 100%，均达到省市要求。2021年全
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评价中，取得了
全市第三名成绩，并获得三万元资金奖励。

34 名外地客商被授予“单县荣誉市民”

本报讯（通讯员
刘厚珉 记者 王富刚）
近日，单县终兴镇组
织入党积极分子到辖
区的单县亚五农业科
技开发（山东）有限公
司参观学习，作为重
点培养的入党积极分
子、企业负责人亚锁
成传授山药产品线上
营销常识，提高入党
积极分子的增收致富
能力，聚力助推乡村
振兴。

近年来，终兴镇
把镇村各阶层带动能
力强、综合素质好的
工作模范、业务能手、
农村致富能手、非公
企业业主、技术骨干
等先进分子纳入积极
分子“后备库”，确保
后备力量充足，营造
竞争择优生态形势。
光明集村青年朱林青
认真学习党的理论知
识，协助村党支部做
好群众工作，受到党
员干部群众的一致好
评。“为党组织分忧，
为群众办事，永远在
路上。”朱林青在培训
班如是说。

终兴镇入党积极
分子主动投身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一线，参与疫
情排查、小区管控等，用实际行动接受党组织考
验，贡献先锋力量。在入党积极分子培养上，终
兴镇注重入党积极分子思想教育和实践锻炼，交
任务、压担子，搭建“练兵场”，让入党积极分子参
与到乡村振兴实践中来，锻炼提升处理矛盾纠
纷、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 孟召杰）为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近日，单县龙王
庙镇党政班子成员、村党支部书记、各村返乡
创业人员组成考察团，赴单县高韦庄镇实地
考察学习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和做法。

考察团参观了高韦庄村、潘庄村、刘寨
村等 6个特色村。高韦庄村建设现代标准化
种植大棚 14个，以“合作社＋农户”的方式，
种植大蒜、豆角、阳光玫瑰葡萄等经济作物，
提供就业岗位 60余个，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超过 80万元，带动村民人均年增收 1500余
元。马寨村党支部合作社发动群众流转土

地 2000 余亩，建设种植大棚 67 个，实施菜
苔、毛豆、西兰花三季轮作项目，年度土地纯
收入达到 50万元。考察团实地听取了高韦
庄镇关于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及发展
思路介绍。参观人员边听、边看、边学，并
不时就关心的问题进行提问、交流。此次
参观学习，为龙王庙镇下一步发展村集体
经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大家纷纷表示，
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充分借鉴兄弟乡镇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方面
的先进经验做法，形成了大力发展村级集体
经济的共识。

近日，单县中心医院门诊党支部来到该县水晶城

小区开展党员义诊志愿服务活动。参加活动的党员代

表身着单县中心医院党员志愿者红色马甲，胸前佩戴

党徽，自备血压计、血糖仪、宣传单等物品，为前来咨询

的群众测量血压、测量血糖，耐心解答健康问题，发放

印有儿童心理健康、老年人慢性病管理等健康知识的

宣传单。

通讯员 高艳 侯延帅 摄

龙王庙镇借鉴经验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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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县卫健局积极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建设

单县妇联多渠道帮助妇女创业就业

本报讯（通讯员 孟祥超）近日，在市卫
生健康委、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的全市 2022年
新生儿复苏技能竞赛中，通过激烈角逐，菏
泽市妇幼保健院荣获团体一等奖及多个个
人特等奖，展示了该院新生儿科和产科医疗
队伍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过硬的临床实战本
领。获奖人员将代表菏泽市参加山东省新
生儿复苏技能竞赛。

据介绍，备赛阶段，参赛队员坚决贯彻
落实医院党总支“以赛促学强技能，以学促
用励精兵”的指示精神，把竞赛作为打造素
质强硬医疗队伍、不断强化新生儿复苏理论
与临床技能的关键契机和重要抓手，多次利
用节假日及休息时间进行强化训练，坚持实
操导向，查缺补漏。

此次比赛取得的优异成绩，必将进一步
激励市妇幼保健院全院职工提升技能素质，
凝心聚力、勠力同心的斗志精神，以共担使
命、踔厉奋发的姿态，为医院建设作出更大
的贡献。

据了解，市妇幼保健院儿科经过 70余年
的发展积淀，目前，设有床位 54张，新生儿重
症病房 15张，共有医护人员 41人，其中主任
医师 5名，副主任医（护）师 2名，硕士研究生
2名，多名医（护）人员曾在省内外知名医院
进行过专科进修。

市妇幼保健院通过构建多学科协同机
制，整合产科、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
儿科、儿童保健科、儿童康复科、小儿外科、新
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中心、新生儿听力筛查
中心等科室，实现了“产前—产时—产后”全

程无缝衔接的新生儿保健一体化服务体系，
为新生儿提供出生时医疗、危急重症的抢救
及出院后的随访、康复等全方位医疗保健服
务。现已形成了位于省内先进水平的普通
儿科、新生儿科诊疗体系。配备有国家标准
化十万级层流新生儿病房、德国进口新生儿
专用常频、高频和无创呼吸机、美国GE长颈
鹿牌辐射抢救台、美国GE长颈鹿牌暖箱、美
国 GE血气分析仪 GEM4000、意大利进口可
移动床旁X拍片机、床旁B超、双面LED蓝光
箱、多参数心电及血氧监护仪、新生儿除颤
仪等省内领先仪器和设备，尤其是该院新生
儿急救转运系统的建立和投入运营，为我市
各家医院成功转运了大量极其危重新生儿，
受到了患儿家长的赞扬。

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对新生儿疾病、儿童
呼吸、消化、泌尿、神经、心血管、血液内分泌
等疾病诊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对极
低体重儿及儿童急危重症有较高的救助水
平。熟练施行无创、常频、高频等呼吸机辅
助通气，熟练操作气管插管、脐静脉脐动脉
置管、经周围静脉中心静脉置管，形成UVC、
UAC→PICC→周围静脉穿刺的一体化静脉
输液，极大地减轻了新生儿静脉穿刺痛苦，
熟练完成新生儿换血疗法，可以杜绝 Rh溶
血导致的新生儿脑部损害。另外，伴随着市
妇幼保健院血液串联质谱等先进技术在我
市率先开展，在儿童遗传代谢性疾病如甲基
丙二酸血症、原发性肉碱缺乏症、希特林蛋
白缺乏症、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等罕见病的诊
治水平在我市独树一帜。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在全市技能竞赛中获佳绩

“卒中俗称‘中风’，具有发病率高、
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和复发率高的‘四高
’特点，发病急，病情进展迅速，后果严
重。因此，及时发现卒中的早期症状极
其重要，越早发现，越早诊治，治疗和康
复效果也就越好。可以说，时间就是大
脑，时间就是生命。”曹县人民医院卒中
中心负责人、主治医师叶体辉说。

据了解，发生卒中后，每分钟大约有

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脑组织及其所支配
的运动、语言、认知及情感等多个功能
也将同步逐渐丧失。全世界每 4个人中
就有 1个人会发生卒中，每 6秒钟就有 1
个人死于卒中，每 6秒钟就有 1个人因
卒中而残疾，病患家庭将因此蒙受巨大
的经济损失和身心痛苦。但是，如果卒
中症状能够被早期识别，患者在发病
4.5小时之内被及时送达有救治卒中患

者能力的卒中中心医院，得到规范的血
管开通治疗，多数可以明显恢复，甚至
完全恢复，健康良好的生活质量也将得
到挽救。

曹县人民医院卒中中心正式成立
于 2019年 6月，属于山东省第一批高级
卒中中心单位。该卒中中心配备 2台西
门子 C臂 DSA减影机，实行溶栓及介入
治疗团队 24小时值班制，给予脑卒中发
病在 4.5 小时内的患者开通“绿色通
道”，第一时间由卒中小组接诊，由卒中
小组成员陪同完善 CT，血液标本采集
及相关辅助检查。患者确诊为急性脑
梗死后，医护人员第一时间给予溶栓治
疗、取栓治疗及相关桥接治疗，积极挽
救患者的神经功能，使血管再通，降低
致残率、病死率。

鄄城县的物流工作人员郑明（化
名），每天负责鄄城县至曹县两个县城之
间的物流配送，之间距离有 100 余公
里。2021年 8月 15日中午 13时，37岁的
郑明刚送完货准备返程，开车不到 1公
里，突然发觉自己左脚踩不到离合器，握
方向盘时左手也不听使唤，他本能反应
用右脚踩住刹车，急忙把车停靠在路边。

郑明虽然年轻，但已有 5年的糖尿
病病史，其父亲患脑梗死导致偏瘫。出
于对疾病浅表的认识，他意识到自己的
身体出了状况，很可能患上了半身不
遂。此时，他身边没有朋友亲人，无人
能提供帮助，便直接拨打了 120急救电

话。120出诊后识别出卒中患者，及时
转诊到曹县人民医院卒中中心。

进入卒中中心绿色通道，经检查郑
明被诊断为急性脑梗死。对于上有老下
有小且是家庭顶梁柱的他来说，无疑是
致命的打击。若遗留后遗症，整个家庭
的生活不堪设想。这时离发病已经 1个
小时，医生告知患者所患疾病及脑梗死
疾病所致的风险，目前最好的治疗方法
是静脉溶栓治疗，治疗的获益率是风险
的 10倍。

但患者没有家属在身旁，其妻子正
在赶往医院，需 1个半小时的时间。眼看
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时间就是大脑，不
能再等他妻子到来，叶体辉拨通患者妻子
的电话，详细告知其丈夫的病情，溶栓越
早越好。在电话里，其妻子的态度比较积
极，表示同意溶栓治疗。于是，叶体辉果
断给予患者实施静脉溶栓治疗。溶栓后
第 2天，郑明基本恢复，7天后完全恢复。
出院时，郑明不停地向医护人员表示谢
意。

像这样成功的治疗病例还有很多。
目前，该卒中中心已实施静脉溶栓 1000
余人次，取栓术 100余人次，常规开展动
脉瘤栓塞及夹闭、颈动脉剥脱术、烟雾病
搭桥术。今后，曹县人民医院将不断提高
卒中急救诊治水平，让更多的卒中患者摆
脱残疾，重获新生。同时，也希望有更多
的人重视卒中，关心身边的人，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健康生活。 记者 王燕

做 分 秒 必 争 的做 分 秒 必 争 的做 分 秒 必 争 的“““ 大 脑 卫 士大 脑 卫 士大 脑 卫 士 ”””
——曹县人民医院卒中中心工作侧记

本报讯（记者 王燕）人民至上护健
康，踔厉奋发展新篇。近日，曹县人民医
院举行建院 73周年“珍惜”主题院庆文艺
汇演活动。

县政协副主席、曹县人民医院院长
李松阐述了医院 73年来尤其是这十年快
速发展的光辉历程，号召曹医人团结起
来、奋斗起来，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以对
人民的赤诚和对生命的敬佑，以永远在
路上的执着，践行新发展理念，破解新发

展难题，增强发展新活力，厚植发展新优
势，最大限度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前进力
量，在新的赶考路上继续赢得新的胜利、
续写新的传奇、开辟新的天地，赓续书写
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无愧
于历史的绚丽篇章。

“江山就是人民，绘成你胸中景象；人
民就是江山，写就你使命担当……”一首
大气磅礴的歌曲《领航》，拉开了文艺汇演
的序幕；情景剧《穿越时空的对话之时代

行》叮嘱大家要永远铭记革命先辈铮铮铁
骨的民族精神；诗歌《美丽中国，珍惜岁月》
吟诵出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今天幸福生
活的珍惜；美文分享《抗疫故事》字字句句
诠释了曹医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与
身体健康的初心和决心；伴随着古筝《万
疆》的演奏，泱泱华夏之壮美，幅员山河之
辽阔让人心旷神怡……

舞台流光溢彩，歌不完青春飞扬；你
我笑逐颜开，唱不尽锦绣华章。曹县人

民医院 73载积淀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医
院继续前行的精神源泉；全院医护人员
的拼搏奉献，是医院开创未来的磅礴力
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医院将以院庆
为契机，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航标，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与时代同行，以更加坚定
的信念、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扎实的工
作，用理想信念之光照亮高质量发展的
奋进之路，交出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
答卷。

曹 县 人 民 医 院 庆 祝 建 院 73 周 年

义 诊 进 社 区义 诊 进 社 区

新生儿复苏技能实操演练新生儿复苏技能实操演练

叶体辉叶体辉（（左二左二））正在查房正在查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