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白金 赵江芳 通讯员 张向
东）近期，大同市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成功
完成一例“高龄、早产、双胎”产妇剖宫产

手术。很多人都会向双胞胎孕妈投以艳羡的

目光，但在妇产科医生的眼里完全不是这样

的。首先，怀双胎的孕妇与单胎妊娠的孕妇

相比有许多不同，双胎妊娠的母体处于超负

荷状态，出现母儿合并症并发症几率高，也

就是说双胞胎妊娠属高危妊娠，在孕期由于

子宫张力过大，引起胎膜早破、早产、妊娠

期高血压等疾病的发生率都比单胎孕妇高出

很多。再者分娩后，产妇也容易出现子宫收

缩乏力，导致产后大出血等问题。双胞胎妊

娠既是对妈妈和宝宝的一次考验，更是对医

院科室团队技术的考验。

产妇梁女士38岁，是一位双胞胎高龄准妈

妈，34周+2天无明显诱因出现胎膜早破早产

迹象，随即急诊入该院妇产科，当时情况紧

急，胎儿胎动明显、胎儿宫内窘迫，科室高度

重视迅速组成专家组会诊评估与家属进行多方

面权衡后，决定为产妇实施剖宫产手术，在妇

产科郝荣华主任的带领下，医护团队与麻醉

科、手术室、输血科等科室共同护航下，圆满

完成手术。随着手术室接连传出稚嫩的婴儿啼

哭声，38岁高龄产妇梁女士喜得两朵“金花”，

双胞胎宝宝体重分别为2300g和2400g，手术

过程顺利，术后专业的护理团队给予产妇、新

生儿全程护理和不间断的监护，各项指标平

稳，母女平安。这是上天给予勇敢伟大的宝妈

最甜蜜的礼物，同时又一次肯定了四院妇产科

高超的团队技术水平，展现了她们高尚的职业

道德以及她们对产妇负责任的态度。出院后家

人专程为妇产科医护送上锦旗表达她们一家人

的感激之情！

本报讯（记者 黄晶 张丹丹 通讯员 殷晔
王婧）为进一步推进清廉医院建设各项工作
落实，6月13日下午，太原市妇幼保健院在长

风院区学术报告厅召开清廉医院建设工作推

进会。院领导班子及全院中层干部参加会议。

会上，党委书记贾金霞传达了省、市卫健委

推进清廉医院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她指出，

清廉医院建设是一项长期持续的工作，全院

干部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

推动清廉医院建设落地见效；加强廉洁教育，

筑牢全院职工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强化院内

外监督体系，防范医疗纠纷、信访等事件发

生，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不断推进廉

洁医院建设向纵深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院长邓洋强调，清廉医院建设是医院当

前和今后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

坚持标本兼治和惩防并举相结合，整体推进

和重点突破相统一，切实把清廉要素融入全

方位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努

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

本报讯 （记者 李丽） 6月

10日，古交市医疗集团中心

医院党委六月份主题党日活

动在该院门诊四楼会议室开

展，全体党员、中层干部、

积极分子、发展对象、群众代

表100 余人参加，党委书记闫

文俊主持。

会上，党委书记闫文俊传

达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学习了

省委书记林武署名文章 《要

“时时放心不下”》，全省抓党

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专项行

动第四次工作调度会暨部分县

(市、区)委书记座谈会精神及

古交市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

提升专项行动重点任务调度推

进会精神。同时就 《信访工作

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

组织犯罪法》等法律法规进行

了重点内容解读，党委委员、

支部书记、党员及群众代表就

学习内容结合本职岗位进行了

交流研讨。

闫书记在总结交流时指出，

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专

项行动，是今年省委、太原市

委、古交市委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重要论述

和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

的重大举措，依法治院是医院

健康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是

全面推动医院科学化、规范

化、精细化管理的基本要求。

他强调，一是以全市抓党建促

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专项行动为

契机，医疗集团各党组织要充

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高效

的组织力、行动力，带领全体

党员、干部、职工谋实事创大

业，励精图治，奋力推进医院

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二是以

“千县工程”建设为目标，全体

干部职工无论是在疫情防控、

医疗服务、安全生产、后勤保

障等工作中都要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意识，进一步强

化干就干到极致、做就做到完

美的工作标准，以“辛苦指数”

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让医

院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放心满意

的医院。三是以清廉医院建设

为抓手，“全民阅读月”活动

为载体，在全医疗集团迅速掀

起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的

法制学习宣传教育热潮。进一

步增强广大干部职工学法、知

法、守法、依法的政治意识，

奋力打造风清气正的医疗环境，

为建设一流的县域医疗机构提

供坚强保障，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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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交市医疗集团

坚持依法治院 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白金 赵江
芳 通讯员 张媛） 为深入贯彻
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历次全会

精神，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党风廉政工作的有关部署坚

决落实到位，严格落实“管行

业必须管行风”“谁主管谁负

责”的行业治理主体责任，

持续推进医药购销领域和医

疗服务中不正之风综合治理，

6月9日，大同市第五人民医

院党委组织学习由国家卫生

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医保局等9个部门公布的

《关于印发2022年纠正医药购

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

工作要点的通知》。院领导班

子、各科室主任及职能科室负

责人参加会议。

马轶明书记传达了2022年

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

中不正之风的工作要点，并结

合医院实际情况强调：一是严

格落实 《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

洁从业九项准则》，进一步提

升我院及工作人员的廉洁从业

水平，持续推进“廉洁从业行

动计划”，坚决惩治“红包”、

回扣等行风问题。二是持续加

强规范使用医保基金行为。三

是着力提高医院急诊急救水

平，为急诊患者开通绿色通

道，坚决秉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将急诊患者挂号、登记

流程简化优化，最大可能方便

群众就医。四是做好疫情防控

医疗物资质量保障，严把质量

关，全力保障疫情防控药品、

医疗器械质量安全。五是各支

部、各科室组织重点学习

《2022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

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

点》，对照标准严格落实，加

强廉洁生态营造，建立自我教

育机制，优化风险防范机制，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营造风清气正氛围

本报讯 （记者 黄晶 张丹
丹 通讯员 孙丽娜 魏勇 王馨
苡） 6 月8日上午，山西卫生

健康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冀孝

如、院长王旭带队，一行十

四人来到太原市人民医院晋

源院区进行调研。太原市人

民医院领导班子和相关科

室负责人陪同。冀书记一

行参观了晋源院区先进的

设备、一流的环境，以及

重 点科 室 。参观 结 束 后 ，

在二楼会议室召开太原市

人民医院与山西卫生健康职

业学院交流座谈会，会议由

太原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郝

俊彪主持。

太原市人民医院院长裴伟

俭介绍了医院基本情况、近年

来的重点工作以及下一步的发

展规划。近年来，医院坚持

“人民医院为人民”的办院理

念，大力实施“人才兴院”战

略，通过“请进来、走出去”

的方式，与国内优质医疗资源

开展深度合作，先后成为上海

同济医院医疗集团成员单位、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心衰专病医

联体成员单位，成立1个院士工

作站，32个省市级名医工作

室，柔性引进70余名国内省内

知名专家为特聘专家，打造

“家门口的名医站”，实现专家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广大

老百姓以市级医院的费用就能

享受到国内顶级的医疗服务，

极大减轻了患者异地就医负担，

减少了医保资金外流。

随后，山西卫生健康职

业学院院长王旭介绍学院情

况，他非常感谢太原市人民

医院领导班子的热情相邀，

指出太原市人民医院是山西

省卫生健康职业学院的附属

医院，此次交流旨在进一步

加深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携

手奋进，共创未来。

会场气氛热烈，双方相关

科室负责人就人才培养、科研

教学等方面展开深入的讨论交

流。最后，山西卫生健康职业

学院党委书记冀孝如指出，多

年来，双方在人才培养、产教

融合、学生见习实习等方面开

展了真诚务实、富有成效的交

流合作。希望以此次交流为契

机，一要深化供需交流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校院双方发挥各

自优势，在培养优秀人才、留

得住优秀人才上下功夫，建立

常态化工作交流渠道，全面提

升综合实力。二要深化供需认

识，选荐优秀人才。希望医院

能优中选优、强中选强，进一

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使毕

业生能更好满足使用单位的实

际需求，实现人岗相适。三要

深化校院合作，努力实现“双

赢”。深化双方在人才培养、专

业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交

流合作，深化医教研协同，努

力实现“双赢”。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管理团队

赴太原市人民医院晋源院区调研

太原市妇幼保健院

召开清廉医院建设推进会

大同市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

为高龄双胎产妇保驾护航

http://www.kydtw.com
mailto:sxkjbky@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