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苍溪县第三人民医院
一张亮丽的名片

苍溪县第三人民医院是一家集基本

医疗、疾病预防、妇幼保健、计划生育等

于一体的非营利性二级乙等综合医院。

医院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患者至上，诚

信医疗，优质服务”的办院宗旨，全心全

意为群众服务，先后被广元市、苍溪县人

民政府及广元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授予

“医疗、质量先锋医院”“医疗信得过单

位”“广元市放心药房”“广元市卫生先进

单位”“效能示范单位”“苍溪县文明单

位”“广元市十二五期间卫计工作先进集

体”“优质护理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是

四川省数字化医院、四川省爱婴医院。

该院现有职工 114人，其中高级职

称 11人，中级职称 33人；医院编制床位

65张，实际开放床位 102 张，病区整洁

舒适，配备有中央空调、中心供氧、床旁

呼叫系统等先进设施；开设有内科、外

科、妇产科、儿科、中医科、康复理疗科、

皮肤科、肛肠科、口腔科、儿保科等临床

科室和检验、放射、B超心电、电子胃镜、

经颅彩色多普勒等医技科室；引进了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球分析仪、

CT、DR诊断仪、日本东芝彩超、飞利浦

四维彩超、电子胃镜、心电工作站、电解

质仪、经颅彩色超声多普勒、肺功能监测

仪、骨密度监测仪等设备。

抓好思想政治工作
夯实各项行政事务

苍溪县第三人民医院领导及职工认

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严格落

实“一岗双责”，按照《目标管理责任书》

的要求，把党风廉政建设纳入业务建设

目标管理考核中，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

落实；锤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

格，加大职工廉政教育力度，以组织开展

政治理论、党风廉政、法律法规等培训教

育活动和组织集中观看廉政警示教育

片、上党课等形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党风

廉政教育，增强职工廉政意识。

该院加强人才梯队建设，通过参加

各类培训提高现有人员的业务水平，

2020年以来，该院组织参加上级部门各

类业务培训 50人次，本院业务培训 300

余人次，医学继续教育 80人次，到三甲

医院进修学习 3人，学历教育 3人次。引

进临床、影像、护理、药剂等专业技术人

才 6人，逐步优化人才结构。仅 2020年

来，收治门诊患者 7万余人次，收治住院

病人 2000 余人，出院病人治愈率达

90%、病人抢救成功率达 95%，未发生医

疗纠纷与事故。2020年，该院以基层医

疗机构能力提升建设项目为契机，提升

基层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和医院硬件建

设，规范发热哨点和通道建设，建设了核

酸采样室，添置了空气消毒机、核酸采样

箱、转运箱等设备；添置了波影 16排 32

层 CT、飞利浦四维彩超，更新了 DR、妇

科综合治疗机、视频监控系统等硬件设

备。

该院抓好抓实公共卫生工作，确保

服务项目落实。2020年进一步加强妇幼

健康管理工作，7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

率为 98%，5岁以下儿童死亡为 0，孕产

妇规范管理率为 99%；管理 65周岁以上

老年人共计 1060 人，100%完成免费体

检、随访工作；管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

43例,随访率 100%；为适龄儿童建立预

防接种证 11393册，接种计免一类疫苗

31918人次，接种二类疫苗 39039人次，

规范处置犬伤伤口 134人次，全年接种

狂犬疫苗 9885针次；开展各类健康教育

知识讲座 8场，健康宣传 3次，受益群众

2173人，共发放宣传资料 13200余份，

共办健康教育专栏 12期；全年建立居民

健康档案 10901份，无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

办好特色专科
创新发展勇争一流

中医科：共有主任医师 1名，副主任

中医师 2名、主治医师 3名。尤其是辛定

帮副主任医师擅长临床上常见病、多发

病的诊断和处理以及内、儿科各类疑难

杂症的治疗，他独创的平衡调节法、主体

治疗法等治疗方法在临床上广泛运用，

疗效显著，患者反应良好，慕名前来求诊

的病人络绎不绝，年门诊人次近 50000

人次。曾在国家级杂志和省级刊物上发

表学术论文多篇，如《冰黄散治疗浸淫性

黄水疮 100例》《论柴胡疏肝散的辨证应

用》《三联疗法治疗哮喘 156例观察》等。

先后被市县级政府评为“广元市名中医”

“苍溪县名中医”，曾多次被县委、县政府

评为“先进工作者”。

骨伤科：以“120”急诊为依托，成功

救治了大量的车祸伤、坠落伤、生活伤等

患者，能开展四肢骨折及粉碎性骨折切

开复位内固定术、脊柱骨折内固定术、全

髋置换术、椎间盘突出摘除术、各种骨关

节脱位手法复位、各种骨病及骨结核手

术等。

内科：能治疗各类呼吸道疾病，尤其

是支气管炎、阻塞性肺病、肺源性心脏

病、支气管哮喘，以及各类胃肠道疾病、

肝脏疾病和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心

脑血管疾病等各类内科常见病、多发病

的诊断和治疗。

检验科：配备有日本进口西森美康

BX—301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尿

常规分析仪、电解质仪、全自动血液细胞

分析仪，能开展血常规、尿常规和全套生

化检查。

康复理疗科：根据病人不同情况，运

用中医针灸、推拿按摩、火罐、TDP、中药

熏蒸、刮痧、中药贴敷、西医牵引等多种

治疗手段，治疗头痛、眩晕、失眠、面瘫、

中风后遗症、急性腰扭伤、腰间盘突出

症、坐骨神经痛、肩周炎、风湿、类风湿性

关节炎及各种跌打损伤、内科杂病等，具

有费用少、疗程短、疗效好等特点、添置

了 MTZ-G电脑中频治疗机、KT-1型神

经肌肉治疗机等设施设备，深受患者欢

迎。

预防接种室：医院预防接种室自上

世纪 70年代以来，一直承担着县城及周

边幼儿和 6个幼儿园、6个中小学学生

计划免疫、免疫咨询、接种证办理等免疫

规划相关的调查与管理，以及居民的免

疫接种工作；建成了广元市 AAA级预防

接种门诊，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实行

365天全年无休假工作制度，24小时免

费为接种者提供电话咨询服务，受到辖

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开拓美好未来
书写医院发展新篇章

2021年以来，该院以党建工作为引

领，紧紧围绕县委“543”发展战略要求，

全面落实质量考核，加强在职人员的继

续教育与培训，引进高层次专业技术人

员，提高医疗队伍业务水平，着力抓好医

院业务能力建设；积极争取上级项目支

持，改善业务用房，逐步配齐、更新大型

常规医疗设备，着力改善医院硬件设施；

结合医院实际，进一步明确医院发展定

位和发展目标，坚持以患者为中心，创新

服务模式，规范医疗行为，优化服务流

程，完善内控制度，重管理、抓质量，提高

精细化管理和服务水平，保证医院高效

运行；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疫情常态化防

控工作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常态化防

疫工作机制，确保疫情防控工作常态化，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认真落实医

疗保障工作要求，进一步做好 DRG医疗

付费等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公共卫生

服务质量，持续落实好国家十五项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增强

群众获得感；进一步加强医疗质量，院感

防控与建设科学规范，不断加强医疗基

础设施建设，努力做到功能突出、流程合

理、科学规范。 杨滨键 何龙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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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摸底“知民情”。苍溪县残联成立专班，落实专

人，围绕残疾人家庭状况、惠残政策、辅具适配和现实需

求等项目，通过系统数据对比与入户走访调查相结合的

方式，全面了解掌握残疾人对假肢、辅具的实际需求。截

至目前，该县累计完成 1961名肢体残疾人的摸底调查，

实现摸底“全覆盖”。

精准对接“解民忧”。苍溪县残联理事长何俊等领导

细研惠残政策，分类别致统计，一对一对接。按照肢体残

疾人的实际需要，积极对接市级残联部门、假肢生产厂

商、县级相关医院科室等相关行业及单位，确保假肢安装

科学、合体，解决肢体残疾人的后顾之忧。

精准服务“暖民心”。苍溪县残联开展“一站式”服务，

统一组织肢体残疾人到广元市残联、苍溪县级医院等单

位集中安装假肢。开展“上门”服务，协调苍溪县县级相关

医院选派骨干医生对特殊肢体残疾人开展入户装配服务

工作。开展“回访”服务，对肢体残疾人不定期开展业务回

访、假肢维护等后期服务。截至目前，该县累计为 523人次

肢体残疾人安装假肢 671件，价值近 490万元，有效地改

善残疾人的生活状况，努力提升残疾人幸福指数，切实推

动苍溪县残疾人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孙健 何龙

近年来，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持续用心用

情做好残疾人服务，合力推进康复、就业、社会

保障等工作，奋力完善残疾人“两项体系”，把党

和政府的深切关怀送到了千家万户。

贴近群众传递温暖。春节前后，苍溪县扎实

开展困难残疾人走访慰问活动，了解掌握残疾

人家庭基本情况，耐心倾听残疾人朋友诉求和

心声，并按照 200元/户的标准，向该县 196户

困难残疾人家庭发放了价值 3.92万元的慰问

金和生活物资。

精准实施康复救助。2021年 3月底，苍溪

县对 0-12岁儿童残疾进行了筛查，新增符合救

助条件的残疾儿童 17名，已全部纳入康复救助

范围；同时印发了《开展全县残疾人辅助器具需

求调查摸底工作的通知》，为下一步辅具发放工

作提供精准依据。

多措并举推进就业。5年来，苍溪县整合惠

残资金创建扶贫示范基地 63个，共吸纳残疾人

就业 1700余名；2021年根据本地优质企业残

疾人用工需求，积极组织 63名残疾人参加网络

直播招聘会，19人顺利通过线上面试，现全部

实现稳岗就业。拓宽渠道送岗，建立残疾人就业

需求统计台账，收集市县企业用工缺口 235个，

通过短信、微信精准推送岗位信息；联合人社、

工会部门举办“春风送岗”等专场招聘 7次，帮

助 140余名残疾人实现就业。培训赋能适岗。根

据残疾人身体条件和个性化需求量身制定培训

计划，推行订单式、定向式、储备式就业创业培

训，开展电商、家政、机修等就业创业培训 11

期，帮助 370余名残疾人提升就业创业技能。政

策扶持稳岗。为 38家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落

实社保补贴 40余万元；按 1000元的标准，对

500名从事种养殖业的残疾人发放就业创业补

贴 50余万元；协调金融机构提供创业贴息贷款

230余万元。

整合资源强化保障。协调民政、财政部门规

范残疾人“两项补贴”、低保和救助政策，进一步

扩大残疾人政策享受覆盖面；认真做好残疾人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补贴工作，2021年，共投入

资金 244.05万元，为该县 2.73万残疾人代缴了

基本医保。

接种疫苗开辟绿色通道。2021年 6月 1日

上午，苍溪县中医医院为残疾人进行疫苗接种

并开辟绿色通道。县中医医院安排 8名医护人

员为残疾人测量体温、登记建档、签订知情同意

书、接种疫苗等系列服务。期间，陵江镇残联工

作人员和医护人员全程陪同，直至留观结束，赢

得了在场群众的一致好评。6月 1日下午，陵江

镇 29名重度残疾人在县中医医院集中接受了

新冠疫苗接种。

苍溪县为残疾人接种疫苗开辟绿色通道，

提供优先、优质、贴心的专属服务，确保全面接

种、不落一人，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为民办事解

难题”，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孙健 何龙

奋斗百年路 起航新征程
———苍溪县第三人民医院为当地群众健康撑起一片蓝天

编者按

苍溪县第三人民医院认真贯彻新
时期卫生工作方针，在苍溪县委县政
府、县卫健局的正确领导下，在镇党委
政府的关心帮助下，围绕健康中国、健
康苍溪建设，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规范医疗
行为，优化医疗环境，护佑生命，为当
地群众健康撑起一片蓝天。

苍溪县持续深化
残疾人关爱服务和社会保障

苍溪县“量体裁衣”式服务
提升残疾人幸福指数

苍溪县第三人民医院党组书记、院长张政

苍溪县残联理事长何俊为困难残疾人发放过冬物资

苍溪县召开残工委成员单位全体会议研究“十四五”残疾人工作规划
反映残疾人自强创业的微电影《猕猴桃熟了》举行开机仪式

苍溪县第三人民医院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活动

半导体激光、调Q开关激光、强脉激光

中医馆

预防接种处DR 四维彩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