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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蒙自市人民医院一站式服务提升群众就医满意度
绶带的志愿者正积极引导患者到
相应诊室就诊……
今年 50 岁的骆永祥患糖尿
病多年，经常需要到医院进行复
查、配药。“以前最怕来医院看
病了，在门诊大厅排队挂号，挂
了号又到楼上找来找去，拿药又
要到下面，刚开始时总是搞不清
楚流程。”骆永祥说，如今五六
分钟就可以把特慢病卡办理好，
以后看病就方便了。
群众需求无小事，自蒙自市
人民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成立以
来，患者慢性病办理、住院患者
转院办理、出院病案复印办理、
患者医疗证明办理、职能部门综

合

3

最新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信息

倾心为民办实事 当好群众暖心人

为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
事”，切实解决群众就医中遇到的
“急难愁盼”问题，从今年开始，蒙
自市人民医院进一步整合服务门
类，在门诊楼 1 楼开设一站式服
务中心，以“让数据多跑路，患者
少跑腿”为目标，简化办事程序，
全面提升患者就医满意度。
近日，记者来到蒙自市人民
医院，宽敞明亮的一 站 式 服 务
中心内，医务人员正热情地为
前来咨询业务的群众答疑解
惑，并细心指导群众填写相关
表格，中心内各项办理事项流
程表清晰明确，LED 大屏上滚
动播放着健康宣教视频，身披

综

合服务等业务都可以在这里高效
完成。
“为确保中心达到预期服务
效果，我们选派门诊部经验丰富
的医务人员轮班值守，定期组织
开展业务、政策、技术、服务培
训，设立党员志愿服务岗，高效
服务群众。”蒙自市人民医院党
委书记晏圆表示，今后，医院还
将进一步整合医疗服务资源，发
挥一站式服务最大优势，真正实
现让信息数据多跑腿，群众少排
队、少等待、少跑路。
据 悉 ， 今 年 1 月 至 10 月 ，
蒙自市人民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
累计完成慢性病资料审核 3600

余份、复印病历 23125 份、病情
证明书盖章 408 人次、双向转诊
154 份。
倾心为民办实事，当好群众
暖心人。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蒙自市人民医院聚焦“我为
群众办实事”，在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上下功夫，通过推进
一站式服务中心等一批便民利民
措施，进一步集中设施、整合业
务、简化流程、服务前移，在满
足群众需求的同时，转变服务模
式、提升服务质量，真正实现医
疗服务一站式，着力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
。
（初政艳）

广大居民朋友：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加
快 3—11 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进度，迅速建立起低年龄段人
群免疫屏障的工作要求，请 3—11 岁以上目标人群在监护人的陪
同下，携带身份证 （或户口本） 前往最近疫苗接种点进行接种。
同时，全州各接种点持续开展 12 岁以上人群新冠病毒疫苗
第 1 剂、第 2 剂，18 岁以上人群第 3 剂加强针的接种工作，请通
过“云南健康码”新冠疫苗预约系统提前预约到就近接种点进行
接种，确保符合接种条件人群“应接尽接”。
红河州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4 日

全州3—11岁人群新冠疫苗第一剂次接种任务完成情况
（数据截至 2021 年 11 月 24 日 17：
00）
全州目标：
11 月 30 日前应完成 53.67 万人第一剂次接种

州三院“银发人才”爱心义诊进金平
去一趟三甲医院路远、开销
大，怎么办？专家问诊排队挂号
难，怎么办？红河州第三人民医
院想边疆群众之所想，急边疆群
众之所急，将优质医疗服务送
上门。
近日，州三院组织“银发志
愿者”和在职党团员志愿者医疗
服务小分队，配合红河州委老干
局到金平县开展肿瘤筛查防治宣
传义诊活动，深入推动肿瘤防治
工作，切实将党史学习教育的成
果转化为积极落实“我为群众办
实事”的实际行动，更好地服务
边疆地区人民群众。
本次义诊团队由来自该院肿
瘤放疗科、肿瘤外科、肿瘤内
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神经内
科的专家共同组成，他们热情地
接待每一位就诊群众，详细询问
就诊群众的过往病史并查看相关
检查报告单，耐心解答群众疑
惑，为有需要的群众提出用药及

义诊现场
治疗建议。同时，免费为群众量
血压、测血糖，发放肿瘤防治宣
传知识手册，引导广大群众树立
科学、健康、和谐的生活观念，
加强自身健康管理，远离癌症。

“我最近总觉得左右两边脖子
有些不对称，
今天正好请专家帮我
看一看。
”
在金平县民族团结广场，
李大姐正在工作人员的组织下排
队就诊，
她说能免费看病真好。

据统计，此次义诊活动共接
诊 100 余 人 次 ， 发 放 宣 传 材 料
100 余份，专家的服务得到现场
群众的一致好评。一位老人开心
地说：“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的
服务真是贴心，让我们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真
是太好了！希望你们能常来，为
我们做做体检，讲解一下肿瘤疾
病预防新知识。
”
“银发人才”爱心义诊活动的
开展，让边疆地区群众真正在家
门口享受到三甲医院的服务，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了实处。
下一步，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将
继续发挥专业特色优势，计划于
今年 11 月下旬到屏边县白云村、
底土村开展肿瘤筛查和肿瘤防治
知识宣传、义诊活动，以实际行动
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更好
地为边疆地区群众提供更优质、
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赵薏 文/图）

全州12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全程接种任务完成情况
（数据截至 2021 年 11 月 24 日 17：
00）

全州 18 岁以上人群第二阶段新冠疫苗加强免疫任务完成情况
（数据截至 2021 年 11 月 24 日 17：
00）

完善基础设施 提升服务水平

州二院山竹坡精神康复治疗院区建成使用
近日，红河州第二人民医院
山竹坡精神康复治疗院区开始接
收第一批患者，该院区投入使用
后，将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温
馨、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2019 年 12 月，该院启动了
山竹坡精神康复治疗院区重建项
目。新院区位于建水县临安镇陈

官村委会山竹坡村民小组，项目
占地面积 70 亩，建筑面积 18401
平方米。建设期间，州、县各级
领导多次实地调研项目建设情
况，帮助解决了建设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为山竹坡精神康复治
疗院区的顺利建设完工提供了坚
实保障。

现该院精神康复治疗一科、
二科、三科、四科、五科、七科
住院部已搬迁至新院区并正常运
行 （目前，山竹坡院区仅开放住
院病区，门诊诊疗仍保留在泽园
院区）。
州二院山竹坡精神康复治疗
院区建成投入使用后，病区空间

进一步扩展，床位数量增加，分
区管理更加科学合理，基础设施
更加完善，住院舒适度显著提
升，极大地改善了精神障碍疾病
患者的医疗救治条件，进一步提
升了全州精神卫生的医疗技术和
服务水平。
（薛晓婷）

医生解答艾滋病三大问
只要接触了艾滋病感染者
就一定会被感染吗？
答案：
不是。
影响 HIV 感染的因素：感
染源+感染途径+感染量+易感
人群
1. 必须有足够量的病毒进入
到非感染者体内，并在体内存活
下来，
才能完成感染。
2.HIV 病毒载量：急性期感
染和晚期感染病毒载量很高，传
染性强。
3. 日常生活不传染。包括一
个艾滋阳性的母亲，只要孩子
出生没感染，没有进行母乳喂
养，孩子不会被母亲传染。一
个成年的孩子查出，不用担心
你传染给爸妈；同样，成年的
孩子照顾感染艾滋的父母，也

不会被传染。
对于 HIV 病毒离开人体就
失活了吗这个问题，
杨碧莲指出，
通过研究表明，病毒载量越高，
HIV 病毒彻底失活所需的时间就
越长。一般来说，血液的 HIV 病
毒载量较高，比如使用过的注射
针头残留血液里，没有完全消毒
的手术器械缝隙内，HIV 可以存
活数天时间。携带 HIV 血液中
的病毒含量较高时，在室温中放
置 96 小时，病毒仍具活力。这就
提示需要预防医源性感染。
对于一些病毒载量很高的
HIV 培养液，室温下 HIV 可保存
活力达 7 天，被 HIV 污染的物品
在 3 天内会有传染性。在 37℃
下，HIV 在含血清等有机物的液
体中感染活力可持续 14~21 天，

在水溶液中可存活 7~14 天，而
在 4℃下无论有无有机物存在，
感染活力均>35 天。这提示需要
注意实验室安全。
但是，干燥可明显降低 HIV
的生存活力：在灭菌干燥滤纸片
上的 HIV，死亡时间大概在 10~
20 分钟之间。这说明日常生活
不太可能传播艾滋病，大家不必
过分恐慌。
感染HIV后有后悔药吃吗？
答案：
有。
HIV 阻断药是一种极有效的
补救措施，
最佳的阻断时间是2小
时，阻断成功率在 99%以上。之
后，
成功率会开始逐渐下降，
但 72
小时内仍有较高的成功率，
被称为
黄金72小时。

HIV 阻断药，也叫暴露后预
防药物，是指在发生高危行为之
后 ，用 来 防 止 HIV 病 毒 扩 散 的
药。原理是切断艾滋病病毒复
制过程，防止病毒从已感染的细
胞扩散，
从而感染更多细胞。
以性传播为例：病毒先侵犯
黏膜部位，穿过黏膜屏障后进入
人体组织、细胞、淋巴结，并在淋
巴结繁殖，最后进入血液。阻断
原理是在病毒到达血液之前将
病毒杀死，以达到阻断目的。发
生暴露后，越早服用阻断药，药
物的血药浓度就能越早升上去，
以保证在病毒进入血液前起效。
总之，HIV 感染危害大，目
前 HIV/AIDS 尚不能完全治愈，
为 阻 止 HIV 传 播 ，需 要 以 防 为
主。
（完）
（来源：人民网）

红河州各县（市）疫情防控部门电话
个旧市
开远市
蒙自市
弥勒市
建水县
石屏县
泸西县

0873-2122585
0873-7223535
0873-3699120
0873-6122360
0873-7655070
0873-4840316
0873-6621168

元阳县
红河县
屏边县
绿春县
金平县
河口县
州 级

0873-5642006
0873-4621790
0873-3221432
0873-4221317
0873-5435032
0873-3563369
0873-3737916

弘扬
“两路”
精神，
在新征程上作出新贡献
上接 1 版 实践证明，川藏、
青藏公
路是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丰碑，
是开发边疆、建设西藏的丰碑，是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
丰碑。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
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11 万筑
路大军以“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
路”的豪情壮志，卧冰雪、斗严寒，
战胜千难万险，
“ 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体现了不畏艰难险阻的革
命英雄主义，展现了对理想事业
的坚定与忠诚。唐古拉山“天下
第一道班”，四川雀儿山五道班、
陈德华等广大养路职工，用青春
和生命保障着高原天路的常年全
线畅通，
“ 顽强拼搏、甘当路石”，
体现了勇往直前、敢为人先的进
取意识和担当精神，展现了甘于
吃苦、乐于奉献的高尚情怀。建
路之初 3000 多名英烈捐躯高原，
数十年来各族群众与武警交通官

兵团结协作、坚守保通，
“ 军民一
家、民族团结”，体现了水乳交融、
血肉相连的军民鱼水深情，展现
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
民族关系。在建设和养护公路的
过 程 中 形 成 与 发 扬 的“ 两 路 ”精
神，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坚强品格，是
伟大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是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永远激励我们团结奋斗、不
断向前。
今日西藏，公路通车里程达
11.88 万 公 里 ，铁 路 运 营 里 程 近
1400 公里，国际国内航线达到 140
条，逐步构筑起四通八达的高原
综合立体交通网，助力西藏经济
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得益于
党中央坚强领导、全国人民大力
支持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
斗、顽强拼搏，尤其是一批又一批
共产党员舍弃常人所拥有的、放

弃常人所享受的，扎根雪域高原，
矢志艰苦奋斗。2020 年，习近平
总书记对川藏铁路开工建设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广大铁路建设者
要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
神，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
工，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
的贡献”。发扬“两路”精神，擦亮
理想信念底色，激发干事创业热
情，必将汇聚起建设团结富裕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西藏的强大合力。
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我们深
知，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
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
涛骇浪。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勇前进，必
须弘扬“两路”精神，锻造“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不怕

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臂膀扛
起如山的责任；磨炼“顽强拼搏、
甘当路石”的意志品质，以不向困
难低头、不被挫折压倒的闯劲和
踏实苦干、为民造福的干劲，认真
做好各项工作；发扬“军民一家、
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巩固军政
军民团结，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
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创中华民
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
伟大荣光。
“把公路修到拉萨”
“海拔
5000 米 ，气 温 - 30℃ ，开 水 沸 点
70℃，我们的士气 100℃”……时
至今日，川藏、青藏公路建设者和
养路工的感言仍然感人至深、催
人奋进。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
程，继续弘扬“两路”精神，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敢于牺牲、勇于奉
献，我们就一定能汇聚起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不
断创造新业绩、
铸就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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