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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董丽丽 报道）近日，针对广
大群众做好家庭健康防护的需
求，邹平市临池镇计生协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积极采取多种形式
宣传推广由中国计生协组织卫生
健康领域权威专家编写的《家庭防
疫指导手册》。

在线上，临池镇计生协利用
计生专职干部工作群，组织镇村
计生工作者逐条逐项学习《家庭
防疫指导手册》，全面掌握家庭防
疫特点及最新疫情防控政策和措
施，以便科学引导群众增强自我

防范意识和防护能力。同时，充
分利用镇村计生协网络健全的优
势，将《家庭防疫指导手册》电子
版转发至各村居村民联络群，供
村民及时学习了解家庭防疫知
识，并结合疫情防控政策及时进
行解疑释惑。

在村庄，临池镇计生协将《家
庭防疫指导手册》打印成册，组织
镇村计生工作者、志愿者深入村
居、家庭“送册上门”，广泛宣传中
国公民健康素养 66 条和“三减三
健”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并积极倡
导群众践行少盐饮食、多运动的健

康生活方式。
下一步，临池镇计生协将继续

深入宣传推广《家庭防疫指导手
册》，通过微视频、微信公众号、

“村村响”小喇叭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广泛宣传疫情防控政
策和知识；持续加强培训指导，
组织专家围绕家庭防疫开展专题
培训，帮助广大计生工作者、志
愿者和家庭健康指导员及时掌握
最新疫情防控政策和措施要求；
扎实做好基层医疗服务保障，不
断满足群众的家庭健康服务需
求。

临池镇计生协多举措推广《家庭防疫指导手册》

现场核查“一次过”
开办药店省时省心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讯员
李新秀 陈翡 报道）“本来以为需要很
长时间才能把证照办理齐全，没想到
公司刚提交申请，工作人员就联系我们
看场地，而且现场核查一次便全部通
过，你们的办事效率太高了！”1月4日，
阳信县天天平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负
责人王先生在办完业务后，对阳信县行
政审批服务局的高效服务点赞。

原来，1月3日，阳信县天天平价
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新开办了三家药
店，王先生提出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
可和食品经营许可备案申请，阳信县
行政审批服务局通过“证照联办”工作
模式，第一时间对药店的布局、设施设
备设置等方面进行现场指导，并对药品
经营许可、食品经营许可进行一次到位
现场核查，在确保没问题后通过了申
请。次日，王先生就通过综合窗口一次
性领取了三张药品经营许可证。

惠民县前徐村村民王大爷今年
66岁，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2020
年以前，他购买药品需要到县级医
院或镇卫生院，至少跑5公里路，每
月购买药品的花销得1020元。王
大爷是农村普通居民，每月1000多
元的医药费，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

2022 年以来，惠民县医保局
坚决落实市医保局工作安排，持
续推进三级医保服务网络和集采
药品进基层，在一体化管理卫生
室建立村级医保服务站，将“两

病”报销和集采药品使用延伸至
村级卫生室，实现“两病集采”政
策落实到基层。

如今，王大爷办理了“两病”证，
在家门口就能拿药，每月个人支付
不到100元。“俺吃药不再发愁啦，
这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感谢党的医
保政策啊！”王大爷高兴地说。

近年来，惠民县医保局积极推
动“两病”患者“免申即享”，主动与
卫健部门对接，建立慢病人群数据
共享机制，充分借助公共卫生服务
平台，定期将随访管理的高血压、糖
尿病群体名单直接导入医保系统，
大大提升了纳入比。同时，充分发
挥村级医保服务站点作用，通过村
医随诊摸排，建立“两病”台账，第一
时间将新发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情
况报送镇办卫生院，实现动态及时
纳入。基层医疗机构医保服务站安

装山东医保信息系统，符合“两病”
办理条件的患者实行“一站式”办理
即时认定备案。截至目前，惠民县
累计办理“两病”备案6.2万人。

同时，惠民县医保局着力推动
“两病”报销“延伸到村”。为让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两病”政策，
惠民县医保局积极协调，实现了医
保系统与基层医疗系统的对接，“两
病”购药在村级卫生室实现报销。
目前，全县236家一体化卫生室均
可以办理“两病”报销。2022年，全
县村级卫生室就医报销16800人
次，报销费用42.56万元。

在此基础上，惠民县医保局着
力加强村级医保服务站点培训，
采取“面对面”方式进行实地操
作，充分发挥各基层医疗机构信
息员作用，建立“两病”报销讲解
团，下沉到卫生室进行“手把手”

教学。2022年以来，共开展点对点
培训236次。

为进一步助推集采政策落地落
实，惠民县医保局积极推动“两病”
用药“集采降负”。2022年以来，
先后多次组织培训，解读国家药
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安排部署
全县药品带量采购工作。同时，
建立“两病”集采药品使用考核机
制，确保“两病”集采药品优先使
用。此外，定期向各医疗机构征
集配送困难品种药品名单，统计
各批次药品货源供应情况，针对
性解决配送环节的供需矛盾，确
保整体工作平稳有序开展。截至
目前，8个批次、305 种药品和 14
类高值医用耗材集采结果在惠民
县19家公立医疗机构落地，药品
平均降价 53%，累计减轻群众用
药负担约750万元。

“两病”“集采”双落地 群众就医更便利
惠民实现“两病”患者“免申即享”，并落地305种药品、14类高值医用耗材集采结果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葛肇敏 通讯员 张冠霞 李凯

每年寒假或者临近过年，都是
医学美容的“旺季”。最近一周，滨
医附院美容整形医学部的医美项目
预约几乎全满。但专家建议，现阶
段进行医美项目务必要慎重。

“目前，业界还不能确定感染新
冠和医美项目间的具体排斥原因，
从理论上看，新冠感染后或在恢复
期内，机体免疫系统紊乱，处于高敏

状态、高代谢状态，增加了药物注射
时的疼痛及过敏风险，且发烧加速
新陈代谢，会加快注射物吸收，让药
物的时效缩短。这类风险，必须引
起医美行业和爱美者的高度重视。”
滨医附院美容整形医学部主任张国
辉说。

张国辉建议，在新冠感染人数
大幅增加的当前，暂缓或取消医美
手术项目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应该
成为爱美者和医美机构的自觉行
动；市民即使坚持要做医美项目，也
应遵循医生的建议，在新冠转阴或
者基本康复后慎重进行。

考虑到医美项目的材料和机理
不同，专家建议操作时间也应当有

所差别。目前市面上大家普遍打的
“水光针”，材质为非交联透明质酸，
其功能是加速皮肤组织的代谢功
能，让皮肤充满水循环、变得白亮
透。“但新冠阳性后，人体的免疫机
制处于非常亢奋的状态，这个时候
打入非交联透明质酸，由于免疫亢
奋导致代谢能力加强，打完后很快
就会被代谢掉，会导致‘水光针’的
效力不长。”张国辉说。

另一种普遍医美类型为：玻尿
酸填充法令纹，隆鼻、隆下巴、隆太
阳穴等，材质为交联玻尿酸。从医
学上看，交联玻尿酸要温度达到60
度才会改变化学性质，所以应该不
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有一点需要注

意，任何化学性制剂进入人体后，人
体的免疫攻击和排斥性都会提高，
会把这些化学制剂当作‘敌人’。因
此，可能会出现免疫应激反应，导致
过敏率增高、异物反应增强，皮肤出
现红肿现象厉害。”张国辉说。

此外，第三类医美项目是目前
热门的“光子嫩肤”“超声炮”，属于
光电类。相比前两类，光电类项目
的风险相对较低，几乎没有表皮创
伤，所以对人体影响不大，新冠康复
后两周，便可以进行该类无创治疗。

张国辉特别指出，对于需要全
麻的手术医美项目，要求须更为严
格，建议求美者在新冠转阴后继续保
养身体3个月，方可实施全麻手术。

滨医附院美容整形医学部专家建议：

“阳后”医美需谨慎 全麻项目须等仨月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葛肇敏 通讯员 张莹莹

送健康进山村
1 月 13 日，邹平市人民医院的

志愿者在西董街道上回村为老人检
查身体。

近期，医务志愿者陆续走进西
董街道十多个山村，对结对的慢性
病老年人进行查体走访，并为老人
送去年货和新春祝福，让老人们安
心健康过大年。（滨州日报/滨州网
通讯员 董乃德 摄影）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1月8
日起，我国对新冠病毒感染正式实
施“乙类乙管”。随着春节临近，城
市务工返乡人员增多，基层卫生机
构医疗服务能力受到广泛关注。如
何提升我国基层卫生机构患者救治
能力和农村地区新冠重症救治能
力？针对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国
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作
出解答。

问：如何提升基层卫生机构患
者救治能力？

答：一是以科学安排班次轮换、
临时招聘、组织二三级医院下派、互
助支援等方式，稳定和扩充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人员队伍。制定《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基层诊疗和服务指南
（第一版）》，加强基层医务人员培
训，重点提高早识别和早转诊的能
力。

二是建立监测和调度机制，动
态掌握乡镇卫生院的药品储备和使
用情况，及时进行通报和提醒，督促
加强药品配备。目前，乡镇卫生院
药物配备状况持续改善。

三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氧
气袋、氧气瓶、制氧机、指脉氧等仪
器设备的配备和使用。会同相关部
门为每一个村卫生室免费配备指脉
氧2个，共发放117万个。

四是县域内建立重症患者转运
专班，每个乡镇卫生院至少配备一
辆救护车，组建非急救转运车队，保
障普通患者转运需求。

问：如何提升农村地区新冠重
症救治能力？

答：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是
农村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的第一道
防线，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围
绕“早发现、早识别、早处置、早转
诊”，主要采取以下几个方面措施：

首先，充分发挥县医院龙头作
用，做好床位、设备、设施及人员准
备，提升重症救治能力。

其次，依托已经形成的城乡医

院对口支援工作机制，所有城市三
级医院分区包片，和县医院建立一
对一帮扶关系，要求城市三级医院
和县医院24小时连通远程医疗服
务。在特殊时期，如春节期间，城市
三级医院要派驻医务人员到县医院
定点驻守。

此外，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巡回
和巡诊力度，早期发现重点人群
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身体
健康状况的变化，确保能够及时
送医就诊。建立城市和县域之间
支援和转诊机制及绿色通道，确
保农村的重症患者能够及时转
诊、收治。

如何提升我国基层卫生机构患者救治能力？
——权威专家解读防疫热点问题

■ 保健康防重症 人人都是第一责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