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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召开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动员会。
3月4日，省疫情防控督导组到院对疫情防控、安全

生产、毒麻药品管理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3月5日，召开中国胸痛中心认证动员会暨全员培

训。
3月6日，组织庆“三八国际妇女节”健步走活动。
3月9日，儿童康复中心开业。
3月11日，召开一届五次职代会暨2021年党建思想

政治工作会。
3月13日，组织教学查房和病例讨论培训。
3月15日，召开党史学习教育、迎接市人大专项评

议动员会暨2021年廉洁从业教育专题党课。
3月16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北大医疗淄博医院

壹点情报站揭牌仪式在院举行。
3月24日，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领导到院调

研。
3月30日，邀请青年市民代表参加“市民体验日”

活动。

三月医院要闻回顾

3月4日，山东省督导组一行在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二级巡视员(组长)张登方的带领下，到北大医疗淄
博医院对疫情防控、安全生产、毒麻药品使用管理工
作进行督导、检查。 赵志楠

“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妇科主任刘慧俭受邀
到沣水镇政府为现场150余名妇女朋友送去健康科普
知识。 王红岩

3月7日，产科主任陈建华为20余名孕妈解读
《妊娠风险评估及母子健康手册》，并在孕妇学校举
办了一场插花沙龙活动。 李文文

3月16日，医院健康体检中心在中建五局，举办
农民工健康体检活动。此次体检包括视力、心电图，
血压、内科检查等，让大家进一步了解了自己的身体
状况。 崔爱玲

为提高医院临床教学质
量，扎实推进临床医学专业认
证工作，3月2日，北大医疗淄
博医院召开临床医学专业认证
动员会。齐鲁医药学院党委副
书记、院长韩冰，学校顾问张
培功教授，学校顾问高培福院
长，临床医学院党总支书记、
院长刘西常，北大医疗淄博医
院领导班子成员、科主任、护
士长、班组长以上干部以及教
研室主任、秘书、兼职教师百
余人参加会议。

副院长张世杰主持会议，
副院长李其海宣读了《齐鲁医
药学院附属医院临床医学专业
认证工作实施方案》。

齐鲁医药学院院长韩冰对
认证工作提出了四点希望，一
是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形
成加快落实认证工作的强大合
力。二是要精准对接、扎实准
备，从细节把关、从细微处把
脉，高质量完成认证工作的各
项任务。三是要加强宣传引

导，为做好认证工作营造良好的
舆论氛围。四是要认真学习临床
医学专业认证标准、认证报告等
知识，提高知晓度和参与度。他
指出，本次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
作，院校双方要统一思想、提高
认识、克服困难，全力以赴确保
顺利通过临床医学专业认证。

曲勇院长介绍了医院在创建
附属医院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并
指出，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既
是一项系统工程，又是医院作为
齐鲁医药学院附属医院应承担的
一项重要工作和攻关项目。他强
调，一是要高度重视、全员动员。
全院全员要齐动员、齐参与，做好
迎接认证的各项准备工作，为顺
利通过临床医学专业认证贡献力
量。二是要严格标准、抓好落实。
认证过程时间紧、任务重，全院
员工要高标准、严要求，抓好工
作落实，以卓有成效的工作迎接
临床医学专业认证。三是要统筹
兼顾、协调推进。医院多项重点
工作交织叠加，开展齐鲁医院学

院临床医学专业认证是医院今年
的重点工作之一。各科室、各部
门、各教研室、各教学小组要对
认证工作，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工
作计划，确保医院各项工作统筹
兼顾、协同推进，确保认证工作
顺利开展、取得实效。

随后，齐鲁医药学院张培功
教授以《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如
何做好医学教育教学工作》为题，
从领导重视教学、教师热爱教学、
条件支撑教学、标准规范教学、制
度保证教学、医疗促进教学、改革
创新教学、文化引领教学、管理服
务教学等方面，对临床教学中的
重要事项进行了详细讲解。

另悉，3月13日，齐鲁医药
学院特别邀请潍坊医学院附属医
院孙银贵副院长在北大医疗淄博
医院开展教学查房和病例讨论培
训。齐鲁医药学院高培福教授、
栾建国教授、临床医学院副院长
陈红教授，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李
其海副院长以及来自淄博市第一
医院、桓台县人民医院、北大医

疗淄博医院部分临床教师，实
习学生50余人参加此次培训。

孙银贵副院长就教学查房
和病例讨论做了具体培训，教
学查房方面，就定义和分类、
目的和意义、组织和管理、基
本原则和具体实施等方面讲解
培训，特别对教学查房过程的
步骤和时间安排，教学查房时
教师、学生、患者的要求等进
行说明；孙院长还以“基于一
例危重产科患者全身麻醉的体
会”为主题，从病例讨论的目
的、讨论前的准备工作、讨论
的流程、讨论的注意事项等角
度出发，阐述了病例讨论的临
床意义。

培训结束后，大家纷纷表
示，通过培训更加明确了教学
查房和病例讨论的规范步骤，
在今后教学过程中将更加注重
细节，规范流程，不断完善教
学互动，提升临床教学质量，
推进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

赵志楠 刘立军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召开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动员会

3月15日，北大医疗淄博医
院召开党史学习教育、迎接市
人大专项评议动员会暨2021年
廉洁从业教育专题党课。医院
领导班子、各级干部、重点岗
位负责人、部分党员、党员发
展对象、部分入党积极分子200
余人参加会议。

曲勇院长传了达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上
的讲话精神、上级党委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会精神，传达了淄
博市卫健委迎接市人大代表专
项评议动员会精神。并对两项
工作提出要求。

关于党史学习教育：一是
要压实领导责任。党委、党支
部要切实履行好学习教育的主
体责任，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
“一岗双责”，层层传导压

力，从严抓好落实，确保党史
学习教育各项部署要求不折不
扣落实到位。二是要突出学习
重点。切实明确党史学习教育
的内容，扎实学习党的奋斗历
程，学习党的创新理念，学习
党的初心使命、为民情怀，学
习党的宝贵经验，学习党的伟
大精神、优良传统。三是要做
好结合文章。要把学习党史与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
康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全面
贯彻落实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
方针；与稳步推进医院2021年
重点工作项目结合起来，全力
做好国家级胸痛中心认证、新
加坡医疗服务体系认证、国家
级电子病历4级认证等重点项目
的落实，推动医院高质量创新
发展，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

周年。
关于迎接市人大专项评议

工作：一是要认真落实评议工
作各项要求，坚持“一把手”
负总责、班子成员各负其责，
切实加强对迎评工作的组织领
导。要围绕评议工作的总体安
排和统一要求，做好协调配
合，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二是要浓厚迎评氛围，加大宣
传力度，使全体员工人人知
晓，人人参与。三是要坚持统
筹兼顾，把医院的学科建设、
运营管理、服务提升、工程建
设、环境改善等工作融入迎评
工作之中，以务实的态度和服
务能力切实改善的实绩实效，
赢得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的认
可，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
的答卷。

医院党委书记、纪委书记
郭宗新对党史学习教育和迎接
市人大专项评议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传达了市卫健委全面
从严治党会议精神，并结合中
央纪委十九届五次全会上精
神，以《铸魂警心，崇廉尚
洁》为题带领大家上廉洁从业
教育专题党课。郭书记结合
2020年国家卫健委通报的典型
案件，剖析了违法违纪所带来
严重的影响，提醒大家要以案
为鉴，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到以
道驭术，坚守医者仁心；以法
定行，践行医者匠心；以文化
己，守望医者初心，坚持廉洁
从业，严守职业底线，时刻保
持高度警惕，继续为健康事业
发展做出新贡献。 赵志楠

为提升群众对医疗服务的
满意度，展示医院改革发展的
成果，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
优化服务流程，3月30日，北大
医疗淄博医院组织“市民体验
日”活动，邀请青年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代表走进医院，
“零距离”感受医院的建设发
展成果， 并为医院的发展建
言献策。院长曲勇、党委书记

郭宗新出席活动，各职能科
长、业务科室负责人带领代表
参观。

本次开放日活动进行了现
场直播，让更多市民通过网络
见证了这一重要的时刻，将医
院温馨舒适的环境、医护人员
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尽收眼
底”。

有别于平日就诊的匆忙焦

急，本次活动让青年市民“零
距离”深度参观以及了解了医
院，青年市民代表先后走进医
院门诊服务中心、儿科门诊、
收费处、放射科、神经内一
科、产科、产房、康复医学
科、颈肩腰腿痛诊疗中心、检
验科，对医院就医流程和环境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体验。

各科室医护人员担任讲解
员，为大家介绍了本
科室的具体情况、科
室文化、人才梯队、
业务技术等内容，让
参观的市民代表深入
了解医院布局，感受
医院工作中温馨、人
性化的一面。

体验结束后，青
年市民代表应邀来到
会议室座谈。青年市
民代表们针对此次活
动的直观感受畅所欲
言，对医院快速发展
和近年来取得的成效
给予充分肯定，对医
院重视人才的政策和

措施表示赞同，同时就医院的
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建
议。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院长曲
勇对青年市民代表提出的问题
及意见一一做出了答复，他表
示，医院的综合水平发展离不
开大家的建言献策，为了更好
的完善医院的服务质量，要多
方面听取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
和建议，以问题为导向，促进
医院技术水平、服务能力不断
提升，让群众看病就医更顺
畅、更安全、更放心、更舒
心、更满意。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党委书
记郭宗新对医院的历史、发展以
及未来规划进行了介绍，并指
出，医院今后将继续举办此类开
放日活动，让更多的市民更好地
了解医院、了解医生、了解护士，
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

有关职能科室负责人针对
代表们前几次及本次“市民体
验日”关心的问题，向与会人
员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并将整
改措施一一汇报。 赵志楠

医院召开党史学习教育、迎接市人大专项评议动员会

暨2021年廉洁从业教育专题党课

“零距离”参观看发展，北大医疗淄博医院组织“市民体验日”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