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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坚持锻炼，多晒太阳，预防骨质
疏松”“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传染病
最有效的措施”“进出公共场所及人
员密集封闭场所全程佩戴口罩”……
前几天，58岁的市民张阿姨搭乘地
铁1号线去公园，发现车厢里贴满各
种健康知识宣传海报，从疫情防控到
慢病预防，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张
阿姨一打听，有乘客告诉她，这是龙
城健康号——疾控专列。张阿姨饶
有兴致地仔细看了一路，回到家还和
邻居感慨：“真是没想到，搭个地铁也
能了解到这么多健康知识！”

近年来，我市围绕“三减三健”、
传染病知识宣传等主题，通过健康教
育主题宣传活动、举办健康促进健康
教育技能竞赛、征集健康科普作品等
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
工作，引导群众增强健康意识，提高
素养水平，践行健康生活方式。

健康教育以“一月一主题”，突出
重点人群，创新宣传方式，提高宣传
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据统计，市

卫健全系统全年累计举办健康讲座
948场，开展健康咨询763次，开展
送健康进社区、学校、机关和企业活
动1075场，通过展板、宣传栏、报刊
及其他媒体宣传，累计受益人群380
多万人次。

通过健康科普竞赛活动，我市多
个作品参加省健康科普作品大赛，3个
作品获一等奖，市卫健委获优秀组织
奖。更重要的是，一大批优秀健康科
普作品、团队和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教
育、健康促进不再只是一篇文章、一场
讲座，更成为群众乐于接受、相互传
播、日常践行的健康生活方式。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市以孟河医
派文化推广为核心，积极推进中医药
文化宣传，举办“常州市第三届中医
药文化节”，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传月，
组织编印《常州市中小学中医药文化
读本》，成立市级专家宣讲团，开展中
医进学校工作，全面开启我市中医药
居民健康素养建设工作。

矢志为民办实事 再谱健康新篇章
——常州市卫健委以民生实事为抓手助力“健康常州”建设

□本报记者 陈荣春 赵霅煜 通讯员 卫健宣

医疗是民生之需。为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卫生健康需求，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系统全面落实各级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紧紧瞄准卫生健康事业现代化目标，以群众的
切身需要为突破口和着力点，从一个个民生项目做起，从一件件惠民实事做起，积极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021年，由常州市卫生健康委牵头负责的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2类10项、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2类12项，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市卫生健康委又确定“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5项重点民生项目和13件惠民实事，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实事、办实事的动力，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尤其值得自豪的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和突发省外关联病例疫情，全市卫健系统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勠力同心、众志成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筑起全
市疫情防控铜墙铁壁和全民免疫坚实屏障，为民生福祉增添上厚实的砝码。

为民办实事永远在路上。岁末年初，常州市卫生健康委又召开工作推进会，动员全系统主动作为，积极打造“常有健康”名片，助力“532”发展战略，奋力谱写卫生健康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为“强富美高”新常州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真是太方便了，省得要一趟一
趟往医院跑！”接过邮政快递员从冷
链药品转运箱中取出的3支胰岛素，
连同打印出的在途温度数据，孙女士
十分惊喜。由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与常州邮政合作，在全省率先开展的
冷链药品配送服务，解决了长期困扰
冷链药品患者的取药难题。

随着健康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
全市智慧健康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完
善，依托5G、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
技术优化流程，群众直接看到变化、
得到实惠，像孙女士这样的受益者越
来越多。

全市13家三级公立医院全部建
成互联网医院，成为省内首个实现三
级医院互联网医疗服务全覆盖的地
级市。开展在线咨询、慢性病和常见
病线上复诊、药品配送等互联网医疗

服务。去年疫情防控期间（2021 年
11月3日至16日），各互联网医院问
诊1928人次、开具处方1286张，其
中，559例是药品直接配送到家（或
患者指定的地点），有效减少医院就
诊、取药的暴露风险。

“一站式”智慧健康服务与“我的
常州”APP全面整合，委属医院全部接
入，提供统一预约挂号、智能导诊、在
线支付、检验检查报告查询、电子健康
卡、健康档案信息调阅等服务。其中，
检验检查报告和影像缩略图的在线查
询，离不开常州智慧医学“影像云”项
目的建设。作为江苏省智慧卫生健康
云（影像平台）的先行试点，我市在全
省率先实现市域内医学影像资料和诊
断信息的全量汇聚，开展云胶片、远程
诊断和管理应用服务，还支持跨医院
的医学影像共享调阅和智能提醒。

“在这里做胃镜检查很方便，环
境很好，设备高级，服务非常细致，
不用再赶去市区的医院了。”在横林
人民医院消化内镜中心，市民陈先
生结束胃镜检查后说道。作为一家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横林人民医院
在10层病房大楼、2层辅助用房投
用的基础上，又成立消化内镜中心，
前不久还获评“农村区域性医疗卫
生中心”，成为百姓家门口看病的重
要场所。

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创新医
疗卫生服务供给模式，提升医疗服务
水平和质量，才能为群众提供优质高
效的医疗服务。近年来，我市着力推
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分
布，加快补齐薄弱专科短板，推动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提档升级，提升群众
就医获得感和满意度。

根据统一规划，我市加快推进市
二院阳湖院区、市老年病医院二期工
程及市儿童医院异址新建工程，优化
全市医疗资源布局。此外，市疾控中

心检验检测大楼、钟楼区公共卫生中
心、市妇幼保健院妇幼公共大楼等项
目也在积极推进中。

硬件好，更要软件好。我市持续
加强医院服务能力建设，进一步改善
医疗服务，加快建设全市集约化预约
挂号平台，全年新增28个市级临床
重点专科，三级医院已落实门诊预约
就诊和分时段诊疗。

推进分级诊疗，方便群众就近获
得较高水平卫生健康服务，必须提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尤其是农村医疗
卫生机构的能力和水平。我市在
2020年已基本建成4个农村区域性
医疗卫生中心的基础上，去年又建成
10个。

随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深入
开展，我市稳步扩大家庭医生病床服
务数量，全市已有48家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开设家庭病床，建床692张。
通过提供预约上门和家庭病床服务，
切实解决了群众实际困难，增强了居
民获得感和幸福感。

“以前最怕到医院来看病了，腿
脚不方便，又不会用智能手机。现
在好了，有专门的窗口，也有志愿者
帮助，方便多了！”前两天，60多岁
的吴大爷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子
女又不在身边，只好自己来到医院
就诊，这可把他愁坏了。幸好，医院
最近推出一系列新举措，优化老年
患者就医流程，为老年患者提供优
先、便捷服务，这让吴大爷感受到全
新的就医体验。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老年友
善医疗机构建设，全市综合性医院、
康复医院、护理院和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积极参与，推动解决老年人在
新时代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
难，优化老年人就医环境，为老年人
就医提供更多方便。据统计，全市
40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开展为
老服务，成立为老志愿服务者队伍
36支。常州市老年病医院（常州市
第七人民医院）被授予国家级“老年

友善服务规范”示范单位；5家机构
获评2021年江苏省老年友善医疗
机构优秀单位，64家机构获评江苏
省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身心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我
市还推出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依
托专业人员、网格员、家庭医生等三
方力量，对社区内65岁及以上老年
人开展心理健康评估、健康指导、必
要干预和转诊工作。同时，对疑似
存在早期老年认知障碍、中度及以
上心理行为问题及精神障碍的老年
人，协调建立绿色转诊通道，实现心
理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截至目前，全市已经实施老年
人心理关爱项目33个，其中国家级
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10个。开展
心理健康评估16502人、心理干预
1694 人、高危人群建议转诊 818
人。剩余的32个项目，计划在2022
年前完成，实现全市所有乡镇（街
道）全覆盖。

去年5月，3岁男童鑫鑫（化名）
遭遇火灾，头面部、躯干、背部、臀部
重度烧伤，烧伤面积超过30%。经
过常州市儿童医院两个多月的全力
救治和精心护理，鑫鑫终于转危为
安，但后期还需要进行植皮整形等手
术。了解到这个家庭的实际困难后，
医院帮助孩子申请以“阳光爱”困难
儿童大病救助为重点资助内容的“美
德佑成长”慈善公益基金，收到3万
元的爱心善款，来常务工的鑫鑫父母
连连表示感激：“谢谢常州！”

与老年人一样，妇女儿童是需要
关注的重点人群。我市通过为孕产
妇和新生儿分别提供产前筛查和新
生儿疾病筛查服务，为幼儿提供普惠
托育服务，以及“丁香宝贝”早产儿救
助专项基金、“美德佑成长”基金等特
色平台，提升妇女儿童健康水平。

市卫健委联合市财政局、妇儿工
委等部门，有序推进出生缺陷民生实
事项目，进一步扩大民生项目覆盖人

群和病种，进一步提高出生缺陷全社
会参与、人人负责意识，全市出生缺
陷防治覆盖率稳定在100%。

切实办好普惠托育，为更多幼儿
提供更好的托育照顾服务。各地通
过创新举措，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普惠
托育机构，培育发展多种模式的托育
服务。目前，全市有省级普惠托育机
构19家，省级示范性托育机构6家。

由常州市慈善总会、常州市妇幼
保健院联合成立的“丁香宝贝”早产儿
救助专项基金，截至2021年11月共
募集资金15万元，救助早产儿8名。

“美德佑成长”基金针对青少年
健康成长中的热点问题，融合医疗、
教育、家庭及社会力量，从大病救助、
心理关爱、急救技能提升等方面助
力，目前已完成1例常州新市民子女
的救助，为5个困难孤独症儿童家庭
提供CST项目公益课程培训，举办1
期“多动症儿童成长营”，完成首批
100名青少年的急救技能培训。

“看，常州地铁站也有AED了！”
市民刘先生走进地铁站，一眼就看到
这个高大上的东西，连忙和朋友介绍
起来，“这个东西对于心跳骤停的抢
救非常有效，看来咱们都要去学一学
怎么使用了！”

及时自动体外除颤器（AED）除
颤和有效的CPR是全世界公认制止
心源性猝死的最有效方法。随着近
年来的健康知识普及，民众对AED
的认知度也越来越高，一座城市的
AED配置，也越来越成为衡量其公
共安全基础保障能力的标准。

为提升心源性心脏病猝死的救治
率和社会急救水平，推进常州卫生健
康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21
年，我市启动在公共场所配置AED的
项目。目前，常州市AED分布地图正
式上线，地图接入全市已安装到位的
375个（除金坛外）AED点位，分别位
于高铁车站、地铁车站、公园、学校等
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一旦发生紧急

情况市民便可通过使用AED地图查
找急救现场附近的AED设备并快速
获取进而争取宝贵的抢救时间。

此次发布的AED地图功能具备
快速直连导航、使用方便等特点，是

“互联网+急救”的有益探索和尝试，
也是适应当前信息化、智能化以及大
数据运用的公共服务。常州市医疗
急救中心对全市的AED后台运行实
行统一监管，建有AED信息管理平
台，实现AED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监
测、设备使用数据实时上传、120急
救系统实时报警对接。

除了在全市公共场所的布局，各
种大型活动和赛事上，AED也是不
可或缺的安全保障。去年，常州西太
湖半程马拉松暨大运河马拉松系列
赛（常州站）上，市卫健委制订相关医
疗保障工作方案，赛事沿线还有49
台AED医疗设备、13辆救护车、16
个医疗点及6辆收容车，全方位多层
次地保障选手安全完赛。

医疗服务
提升就医获得感和满意度

惠老实事
更加关心老年人身心健康

健康素养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本报通讯员 卫健宣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和市第十三次党代
会精神，认真落实市“532”发展战略推
进大会要求，元旦前夕，市卫生健康委
召开打造“常有健康”名片，助力“532”
发展战略工作会议，动员全系统凝心聚
力，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加快推进各项
工作落地见效。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何小茜作动员
部署讲话。她指出，打造“常有健康”名
片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助推“532”发展
战略的重要路径；是瞄准卫生健康事业
现代化，助推“532”发展战略的重要抓
手；是满足群众高品质卫生健康需求，
助推“532”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何
小茜要求，要聚焦筑牢防护网，构建强
大的公共卫生体系；聚焦打造区域医疗
高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
衡分布；聚焦建设中医药强市，不断推
动中医药传承创新；聚焦全方位全周期
服务，更加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聚焦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事业和产业

互促并进；聚焦科教人才，厚植创新发
展优势；聚焦激发事业发展活力，不断
深化改革创新；聚焦提升卫生健康行业
治理能力，统筹安全与发展。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洪兵解读
《关于打造“常有健康”名片 助力
“532”发展战略的实施方案》。实施方
案涉及10大类48项重点工作（项目）。

武进区卫生健康局、市第二人民医
院、市疾控中心主要负责人作表态发言。

市卫生健康委领导班子成员出席
会议。各辖市区卫生健康局、常州经开
区社会事业局和委属单位党政主要领
导、委机关全体人员参会。

市卫生健康委召开会议——

打造“常有健康”名片，助力“532”发展战略

妇女儿童
从出生到成长全面关怀

公共安全
全市布局375个AED位点

智慧医疗
在云端打造高效便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