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宁市卒中中心

咸宁市中心医院卒中中心涵盖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急
诊科、重症监护室、康复科、血管外科、介入科等13个科室，
于7月通过湖北省脑防委严格评审，11月份正式授牌。

神经内科是卒中中心的重要一环。市中心医院神经内
科率先在咸宁市建立“卒中单元”，首次将脑血管病治疗的新
观点、新模式引入咸宁市。率先成立卒中康复治疗中心，率
先建立脑血管病病人资料库，实现病人康复一体化就诊制
度。

该中心相继开展了DSA下全脑血管造影、动脉瘤栓塞
术、血管内支架置入术。拥有成熟的高血压脑出血颅内血肿
粹吸微创技术，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动静脉溶栓。同时开展亚
低温治疗、脑血管超声治疗、高压氧治疗。

咸宁市康复疼痛专科联盟

12月15日，咸宁市康复疼痛专科联盟成立，咸宁市中心
医院为联盟理事长单位，咸宁市中心医院康复疼痛科主任冯
美果任专科联盟理事长。

联盟围绕功能障碍及疼痛等慢性病预防、诊疗、人才培
养、学科规范性建设及临床研究，加强学科交流合作，共同促
进我市康复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咸宁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疼痛科是按国家康复学科
标准合理组建、现代康复理念及疼痛介入设施最齐全的康复
疼痛诊疗专业机构是市级重点临床学科、咸宁市康复医疗质
控中心挂靠单位、咸宁市康复医学分会主委单位、湖北省康
复医学会常务理事及省残疾人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咸宁市唯
一湖北省康复住院医师规培基地。

咸宁市远程医疗服务平台

建设咸宁市中心医院（医联体）远程医疗服务平台（远
程会诊中心、区域云影像中心，远程心电中心和远程教育中
心等），能够健全基于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分级诊疗信息
系统，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利用咸宁市中心医院优质资源
积极开展远程会诊、远程门诊、远程查房、远程影像诊断、远
程心电诊断、远程病理诊断、远程监护和远程教育等远程服
务，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助推分级诊疗模式在基层
落地。

咸宁市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建成后，与湖北省卫计委远
程医疗服务与资源监管中心内入网医院无缝对接，同时可
与其他国家级、省部级大医院实现远程会诊、远程影像诊
断、远程教学、分级诊疗及双向转诊等综合应用功能。

咸宁市胸痛中心联盟

咸宁市中心医院胸痛中心是由急诊科、心内科、血管外
科、呼吸科、心胸外科等构成的多学科协作中心。

胸痛中心配备了胸痛急救区域配套设置及胸痛指引标识，
同时配套购买了IABP、快速肌钙蛋白检测仪等设备，于11月2
日正式通过国家胸痛中心标准版认证，成为我省第24家获此
殊荣的市级医院胸痛中心，跻身全国百余家胸痛中心之列。

目前市中心医院收治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从入医院大门到
开通堵塞血管，平均时间为52.46分钟，比全国平均时间快
19.54分钟，最快7分钟开通血管，远远超过国际急性心梗开
通血管小于“黄金90分钟”的救治标准，大大降低了患者病死
率，致残率，改善患者远期预后。

咸宁市区域消毒供应中心

咸宁市区域消毒供应中心，设立在咸宁市中心医院消毒
供应中心——鄂南地区第一家现代化消毒供应中心，其功能
及设施在全省属领先水平，符合卫生部制定的消毒供应中心
规范及标准要求。

消毒供应中心拥有先进的清洗、消毒、包装及灭菌设备，
采用了现代化质量追溯与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器械从回收
到发放全过程的质量追溯与管理，拥有成本核算、工作量统
计、质量监测与管理等功能。

中心成立后，通过区域性、集中化消毒供应服务模式，将
降低医联体内医疗机构运行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消毒灭菌
质量，降低感控风险，实现优质医疗服务资源的辐射和下沉。

咸宁市危重新生儿转运中心

该专科联盟牵头单位为咸宁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是
湖北省临床重点建设专科、咸宁市临床重点专科。新生儿科
主任万致婷，系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科医师分会神经专业委
员会委员、湖北省围产学会委员、湖北省21世纪高层次人才
人选、湖北省百佳医生。从事儿科临床、教学、科研近30年，
带领新生儿科率先在我市开展了多项临床医学应用，使我市
危重新生儿的抢救成活率有了极大的提高。

2018年3月，危重新生儿转运中心启动全市范围内24
小时危重新生儿转运模式。截止目前，已转运危重新生儿近
百人，患儿来源于县级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社区医院等，
危重患儿抢救成功率达99%。

开放 包容 合作 共赢
——咸宁市区域医疗联合体成立一周年纪实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萱

专家到咸安区永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查房

12月27日，咸宁市区域医疗联合体召开2018年工作年
会，共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大计。

自2018年1月18日咸宁市区域医疗联合体成立以来，
全市41家医疗机构秉承“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主旨，联
为一体，发展共赢。

医联体的成立，让市域各级医疗机构无缝对接，把449
人纳入医联体专家库，医疗资源流动起来、均衡起来，一张普
惠百姓的医疗网正在织就。

在区域医联体建设的带动下，各临床专科纷纷响应，一
大批专科医疗联盟顺应而生。

2017年11月，咸宁市危重新生儿转运中心成立。截止
目前，已转运危重新生儿百余人，转运成功率100%，危重患
儿抢救成功率达99%。

2018年5月3日，咸宁市区域消毒供应中心在市中心医
院成立。通过区域性、集中化消毒供应服务模式，降低医联
体内医疗机构运行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消毒灭菌质量，降
低感控风险。

5月26日，咸宁市胸痛中心联盟成立。9家市、县级医院
以及咸宁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签订了胸痛救治协议；

9月，成立咸宁市卒中中心并通过湖北省卒中急救地图
医院现场评审。

11月21日，咸宁市康复疼痛专科联盟成立。由咸宁市
中心医院牵头，有全市35家一二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疼痛科共
同参与。

专科联盟的成立，让医疗服务更加精准化、高效化，让百
姓看病走上了救治的“绿色通道”，也让专科医生有了合作交
流的圈子。一条医疗服务的高速路正在打通。

医联体是推动分级诊疗的重要实施途径，远程医疗则是
推动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策略。

我市积极探索“互联网+医疗”模式，强化互联网技术在
医疗领域的转化和应用。

正在规划建设的医联体远程医疗协作中心，将搭建远程
会诊中心、区域云影像中心、远程心电中心和远程教育中心
等平台，推进医联体内数据资源的共享和业务协同。

通过远程医疗协作中心，可实现远程会诊、远程监护、远
程查房、双向转诊、手术示教、急救指导等功能，一个远程协
作的医疗云平台正在构筑。

区域医联体成立一年来，讲座、义诊、查房等各类合作活
动丰富多彩。

医联体内各医疗机构不定期开展知识讲座与培训，举办
多场专题讲座、学术培训、义诊查房，将“开放、包容、合作、共
赢”的原则落到一个个活动之中。

交流活动的开展，让医联体成员单位“联体”更“联心”，
对基层医疗机构既“输血”又“造血”，促进了基层医疗机构医
疗、科研、教学、管理的全面提升，一个交流合作的大讲堂正
在形成。

一年来，咸宁市区域医疗联合体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
中提升，不断创新合作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
卫生需求，有力推动了基层医疗发展。

未来，咸宁区域医联体还将继续携手共进，当好300万
咸宁人民的健康使者！

专家赴崇阳县第二人民医院开展讲座

市中心医院为通山县中医医院骨科协作科室授牌

专家在赤壁仁爱医院义诊

2018年，咸安区温泉办事处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工作
重心和总体部署，着力践行“一二三四五”发展思路，圆满完
成了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进步。

紧扣高质量发展，综合实力稳步提升

经济指标全面完成。2018年，温泉办事处完成财贸税
收任务1.4亿元。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89736万元，
占目标任务186748万元的101.6%，同比增长18.5%。新
增2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处规上工业企业总数达12
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64509万元，占目标任务
数143000万元的115%，同比增长19.8%。新增4家限额
以上商贸企业。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734
元，同比增长8.2%，净增1874元。

乡村振兴扎实推进。通过盘活资产，抓住“同惠广场”
商业区建设和“小商品市场”发展机遇，5村实现创收共计
650余万元。省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黄畈村已成
立黄畈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并已向村民发放股民证书。
温泉村、白茶村及泉塘村也完成了“村改居”和农村产权制
度改革工作。深入开展美丽村湾建设，累计投入资金近
300万元，新增勾臂箱35个，垃圾桶130个，新装路灯81
盏，硬化道路10条，新修建景观围墙3处230余米，临时铁
皮围墙2处110余米，清理排水沟5条410米。

城市建设统筹协调。统筹推进市区重点项目建设的协
调服务，23.8亩永安阁（龙潭公园）环湖路项目、148亩东外
环长青置业项目、6.8亩南苑停车场项目均已完成交地工
作。46亩社会停车场项目、东外环地块三项目以及198亩肖
桥村预留地项目预计在2019年初可以完成交地。棚改续建
项目2个，其中白茶三组棚改项目，涉及拆迁户633户，现已签
约411户，拆除154户，拆除面积18480平方米；金叶片区项
目，涉及拆迁户547户，现已签约428户，预计年底前可完成
续建项目清零工作。今年新增的黄畈二七组棚改项目和白茶
五组棚改项目，目前已完成初步评估。御景园项目评估已结
束，下一步将开始征地补偿工作。十六潭公园四期项目也正
在启动中。今年以来，共查出辖区违法建筑262户，建筑面积
17932平方米。拆除247户，拆除面积16070平方米，责令停
工15户，建筑面积1862平方米，城市违建得到有效遏制。

狠抓四大根本，社会环境持续优化

总揽大维稳。探索形成了书记接访制、首访负责制、全

方位排查制、多元化调处制、多层级包保制五大机制，做到
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问题不扯皮、矛盾不上交”。
截至目前，全处共调处一般纠纷456件，较复杂纠纷135
件，易引发群体突发事件的重点纠纷83件，办理法律援助
25起，受理阳光信访件45件，已全部化解并回复，群众满
意率达100%。实现全年重要节点进京赴省零上访。

抓牢大综治。投入10万元建立综治指挥中心，并与市
区联网，运用高科技、互联网提高社会“智慧治理”水平，提
升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同时，每年投入80万元与
岔路口派出所、一号桥派出所、三号桥派出所、双鹤桥派出
所组建共4支专业治安联防队，招聘治安巡逻队员15人，
扎实开展社会治安巡逻、参与矛盾纠纷排查和调解、特殊行
业安全检查等工作。

落实大安全。全面贯彻“大安全”理念，扎实开展危化
品、建筑工地、工业企业、学校、食品药品等高危行业领域公
共安全排查，成立检查组9个，全处共出动检查人员121人
次，查出隐患59条，已整改59条，整改率达到100%。开展
工业园区消防演习活动，并邀请消防大队深入单位、社区、
小区开展消防宣传及疏散演练20余次。开展学校及周边
环境综合整治“百日行动”，共关停不合规校外培训机构11
家，整改7家。开展食品药品监管，共检查经营户4229家
次，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300余份，查处食品药品案件76
起。创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3家，实施明厨亮灶的餐饮
服务单位136家。

推进大环保。严格落实中央、省环保要求，全面清查城
区污染源，6起省环保督察信访件已全部整改到位。关停2
家环保不达标的洗涤企业，撤除1家污染型工业企业。辖
区7个固体废物堆放点也全部清理完毕销号，清运处理了
城乡生活垃圾800余吨，建筑垃圾6000余吨。严格落实河
湖库长制，清理13余亩肖桥河堤非法种植，清运河道、河堤
垃圾15余吨。推进淦河污水整治项目15处，已完成13处
协调整治任务，还有两处正在加紧施工中。19家规模养殖
场目前已全部关停，60户散养户大部分已签禁养承诺书。

着力民生保障，幸福指数大幅增长

精准扶贫成果显著。温泉办事处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93户435人，已全部销号，全面完成精准脱贫任务，进入
巩固提升阶段。实施健康扶贫，报销医保费用135万元，组
织各类健康扶贫和义诊活动8次；实施教育扶贫，补助建档

立卡义务教育阶段和普通高中贫困生25人，累计发放资金
超过17250元，“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3人次，落实补助
资金4500元；实施就业扶贫，对有劳动力的127户贫困户
有序开展技能培训，实现就近务工；实施产业扶贫，发放帮
扶资金3.8万元帮助贫困户刘先红发展余佐村养殖基地；
实施金融扶贫，累计落实小额贷款资金169万元，带动贫困
户29户，户贷率达15.1%。

文明城市携手共创。全面启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设置创文宣传栏252处，悬挂宣传标语260条，刷固定
宣传标语42处，张贴大型宣传海报612张。清理“牛皮癣”
小广告602处，卫生死角748处，拆除违建45处，整治菜地
61处，完成了4条背街小巷改造工作，居民生活环境明显
改善。成立网格党支部22个，设立楼栋长小区65个，帮助
开展小区自治，建立网格创文长效机制。发动2000余名志
愿者开展文明交通劝导、创文宣传、环境整治等公益活动，
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达5000余小时。

社会事业繁荣发展。2018年度，全处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参保7374人，完成目标任务的118.74%。大力推进医养
结合工作，为77位特殊困难家庭老人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现有城市低保952户1605人，农村低保83户143人，
足额发放低保金720.4万元。投入70余万元支持红泉小
学、香城学校改扩建，并添置教学设施，协调玉泉校区建设，
积极做好周边环境治理。建成七家主要公共场所开放母婴
设施。温泉福利院作为全市唯一一所可收治精神病人的养
老机构，成为全省医养结合试点单位。

文艺活动丰富多彩。结合平安创建、红色宣传、献礼十
九大等活动，将红色文化送进村组、小区、学校，共开展文艺
下乡15次。组织肖桥村威风锣鼓队和泉塘村腰鼓队等文艺
队伍倾情助阵香城古街美食节、咸宁首届龙舟赛、咸宁马拉
松比赛，肖桥村舞龙队获咸安区舞龙舞狮比赛二等奖。协办
咸安区“话说咸宁建市20周年”百姓宣讲活动暨“温办杯”第
二届咸宁故事大赛，将全处党建亮点创作成“红色星火耀泉
都”快板节目，荣获三等奖。温泉村中秋祭月节目《守月华》
受到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咸宁日报多家媒体宣传报道。

深耕党建基础，党的活力显著增强

干部结构不断优化。今年，温泉办事处金叶社区被确
定为全省社区换届试点，创新采取“户代表直选”形式，扩宽
了群众民主参与的渠道。今年村社区两委换届后，大专以

上文化的干部占比 70%。35 岁以下的年轻干部占比
35%。每个村（社区）都配备了至少1名以上35岁左右的
年轻干部。村（社区）党组织干部年龄结构与文化程度构成
均比上届有大幅度的优化、提升。

组织建设空前拓展。推行街道党建大工委—社区大党
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四级联动”党建模式。目
前，建立小区党支部19个，楼栋党小组217个，做到每个小
区有支部，每个楼栋有党员。党建联席会制度已经持续运
行5年，开展活动70余期，为居民解决问题1000余件，投
入资金200余万元。全面启动“红色商圈工程”，成立商圈
楼宇党支部4个，党员联系商户400多家。同时，联合市工
商局等部门，组建市场类党支部7个、行业类党支部5个，
并配合民政部门新建社会组织党支部12个，实现党的组织
全覆盖。

党员作用更加凸显。在小区党支部的引领下，创新开
展“九点伴”工程、红色电影进小区、星空夜话、消防演习等
活动，收集解决群众意见和建议200多条，为小区居民解决
了电梯维保、小区卫生、养狗等一大批问题，切实改善了业
主和物业公司间的矛盾。“红色商圈”党支部设立“党员示范
岗”20余个，积极开展关爱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活动，深入
小区开展环境整治，受到居民一致好评。深入推进“在职党
员进社区”活动，开展服务活动100余场次。

廉政建设常抓不懈。根据省市区纪委“十进十建”工作
要求，创新开展“6+7+N”活动，成功将温泉村、白茶社区打
造为全区“十进十建”示范点。举办“诵家书、扬家训、传家
风”经典朗诵以及大型文艺汇演活动，组织全处党员干部到
咸宁监狱开展警示教育，制作发放800余册《监察法》漫画
册。全面推进运用大数据开展监督检查，今年大数据比对
涉及问题线索386条，共查实问题线索46条，追缴违规资
金3.4万元，问责处理12人。狠抓作风纪律建设，对全处会
风会纪情况、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卫生环境整治等工作进行
专项督查，督查发现问题48个，约谈12名相关责任人。坚
持依法依纪办案，今年共立案15件，查处14人，其中给予
留党察看两年处分1人，留党察看一年处分1人，党内严重
警告1人，党内警告处分11人。

四十载惊涛拍岸，九万里风鹏正举。在全面深化改
革的新时代，温泉办事处将继续一往无前、与时俱进，释
放出更大活力、激发出更强能量，向着高质量发展阔步前
行！

温泉办事处：向着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温泉凤凰科技孵化园 全省社区换届试点金叶社区实行户代表直选 协办咸安区第二届咸宁故事大赛，参赛节目荣获三等奖省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黄畈社区股份经济
合作社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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