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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康振华 通讯员
周金生）日前，珠海市建设健康城
市领导小组对全市 70 个健康单
元的星际评定进行公布，平沙镇
人民政府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顺
利获评“五星级健康单元”，平沙
镇 大 虎 社 区 获 评“ 市 级 健 康 单
元”。据了解，全市五星级健康单
元仅有 2 个，四星级 4 个，三星级
6个。

近日，珠海市健康城市和家
庭发展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田珊
率队到平沙镇人民政府，开展珠
海市健康城市细胞工程星级评定
工作，全面检查平沙镇政府机关
大院的各项工作成效。在当天举
行的汇报会上，平沙镇党政办主
任林振雄向市考核组详细汇报了
平沙镇人民政府创建“健康机关”
工作情况。随后，考核组对政府

机关大院吸烟区、健康小屋、健康
场所等进行现场检查。

检查组认为，平沙镇人民政府
对创建“健康机关”工作高度重视，
尤其是运用涂鸦技巧植入健康元
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氛围浓
厚，工作亮点突出。经过专家讨
论，考核组肯定了平沙镇人民政府
各项工作，并高分评定平沙镇人民
政府为“五星级健康单元”。

珠海市健康城市细胞工程星级评定结果出炉

平沙镇政府获评
“五星级健康单元”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日前，
平沙镇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来
到立新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参加
空气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监测项
目的社区居民体检，当天共有 93
名居民参加体检，其中 65 岁以上
社区居民 30人。

据了解，平沙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于 2012 年开始与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学院合作，参与国家
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
划）项目——环境空气颗粒物对

心肺系统健康损害研究，主要负
责该项目的前期宣传组织、协同
开展体检以及跟踪随访工作，监
测对象为平沙镇 18 岁至 80 岁的
常住居民。为随访对象提供健康
体质评估、心血管疾病相关预防
知识的宣传教育，一般体格检查
项目，以及肺功能检测、心电图、
血常规、生化检测及尿常规检测
等辅助检查项目。若心电图有阳
性发现的还要进行 Holter（动态
心电图）检查，以及满 65 周岁的

老年人将享有腹部 B 超检查。
平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本着

便民利民的原则，充分利用监测
项目资源，协助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珠海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完成监测项目与国家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年度体检一起开
展。该项目每 3 年随访一次，今
年随访为第三次，随访对象原则
为第一次纳入监测范畴的人员，
对部分失去联系的对象按同等条
件进行置换。

平沙镇开展空气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监测

监测对象为18岁至80岁常住居民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记者昨
日获悉，珠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日
前开始实施全国异地就医直接联
网结算，如此一来，异地参保人员
就医后只需支付个人负担的医疗
费用，医保支付费用则由医保与
医院直接结算。

据了解，实施全省异地就医直
接联网结算后，异地安置退休人员

（也就是退休后在异地定居并且户
籍迁入定居地的人员）、常驻异地
工作人员（用人单位派驻异地工作

且符合参保地规定的人员）、异地
长期居住人员（在异地居住生活且
符合参保地规定的人员）、异地转
诊人员（因当地医疗机构诊断不了
或者可以诊断，但是治疗水平有
限，需要到外省就医的参保患者。）
就无须再回参保地报销医药费
了。另外，全国职工医保、城镇

（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无论是在
异地长期居住或工作，还是因客观
需求转诊到异地住院，都可享受医
保直接结算。避免了过去医保报

销周期长、垫付压力大、个人负担
重、往返奔波累，参保人员异地就
医自己先垫资，再回参保地报销的
弊端。

另据了解，目前全省、全国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只适用于普通住
院患者，不适合外伤、工伤、生育医
疗和门诊患者；患者一定要持有银
联标识的社保卡办理住院登记和
出院结算。欲获取详细的异地就
医相关信息请登陆社会保险网上
查询系统：http://si.12333.gov.cn。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 通讯员
王琴）4 月 1 日，“妇幼健康联学联
建‘她健康家幸福’女性健康促进
活动启动大会暨第四届百名院长
论坛”在北京启动。此次大会由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服
务司指导，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主
办。大会上，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表彰了 2017 年全国基层妇产科
医师培训工作表现突出单位，市
五院荣获“她健康”优秀团队奖。

本次大会以“联学联建”为载
体，以“她健康，家幸福”女性健康
促进活动系列项目启动为主题，
通过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联学联建模式，将党建工作与
妇幼健康教育相融合，全方位全
周期保障女性健康。

全国基层妇产科医师培训工
程由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主办，于

2017 年初在北京启动。该工程
面向基层，培养与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要求相适应的妇科内分泌
高级人才”，通过建立以 1 个基地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所属的妇科
内分泌培训基地或妇科内分泌与
妇科常见病培训基地）和基地所
在区域内的 N 个基层医疗机构
共同组成的“1+N”医联体帮扶模
式，提高医疗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2017 年 10 月 14 日，“全国基
层妇产科医师培训工程”活动在
市五院顺利召开，珠海市各级医
疗机构妇产科医务人员共计 100
多人参加培训。通过培训学习，
丰富了妇产科医务人员的临床知
识，强化了专业素质，对今后更好
地开展诊疗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为了纪
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
年节，平沙镇总工会和镇团委决
定联合举办以“青春印记，留住芳
华”为主题的手机人像摄影大赛，
大赛时间为 4月 3日至 4月 28日。

据了解，本次大赛分初赛和
决赛，初赛阶段为 4 月 21 日至 4
月 23 日；决赛阶段为 4 月 24 日至
4 月 27 日。投稿截至时间为 4 月
20 日。参赛者限平沙镇内工作
的所有职工。

“青春印记”主题以团队形式
参赛，团队包含摄影师及拍摄对
象，人数不限。“留住芳华”主题以
个人名义参赛，作品征用即可获
得征用奖金。参赛作品必须以

“人物”为主，“景物”为辅，不得用
合成、抠图、添加或填补等技术处
理改变原始影像内容，每张相片

不小于 2MB，分辨率长边不小于
2200像素的 JPG 文件。

另外，“青春印记”主题必须
是 2017 年 5 月 4 日至 2018 年 5 月
4 日期间拍摄的作品，要求人像
清晰，注重体现故事性，支持创
意拍摄，支持通过滤镜、文字等
表达“青春”态度，每个作品限投
作品 1 幅（组照作品建议每组不
超过 6 幅，须拼接成一副照片后
投稿），投稿时须将《作品信息登
记 表》打 包 在 同 一 个 文 件 夹 上
交。

“留住芳华”主题的参赛作品
主要是征集父辈年代的青春岁
月，体现父辈们曾经的奋斗历史，
要求人像、画面清晰，投稿时须将

《作品信息登记表》打包在同一个
文件夹上交。本次大赛采用电子
投稿，邮箱:908840209@qq.com。

青春印记 留住芳华
手机人像摄影大赛欢迎投稿

市五院实施全国异地就医直接联网结算

医保支付费用直接与医院结算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表彰

基层妇产科医师培训工作优秀单位

市五院获“她健康”优秀团队奖

“她健康”优秀团队奖获奖证书。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平沙镇将举办以“青春印记，留住芳华”为主题的手机人像摄影
大赛。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市第五人民医院日前开始实施全国异地就医直接联网结算。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