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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议】
区卫生计生委召开防病工作会议
2018 年 5 月 4 日，我委召开防病工作会议。区卫生计生委
分管主任施建华、陶荣，各综合性医院分管院长及防保科科长，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管主任、防保科科长、妇幼组长，相关专
业机构分管领导及条线负责人，区卫生计生委相关科室负责人参
加了本次会议。
会上，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妇幼保健所、区精卫中心分
别就 2018 年第一季度的工作作了总结和点评，并对下阶段的工
作作了详细的介绍和布置。
之后，区卫生计生委施建华副主任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
今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上海召开，这对本区的公共卫生
工作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务必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要严格
按照相关工作要求与文件精神，明确职责、措施到位，以高度的
责任心圆满完成我们下阶段的工作。为此他提出以下三点要求：

一是继续努力，绝不松懈，维持好本区传染病较低发病率的现状；
二是根据要求，严格落实，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三是聚焦重
点，高度把控，妥善处置重点领域的突发事件。最后，施建华副
主任对与会同志提出殷切希望，希望大家继续凝心聚力，勇于担
当，高质量完成本区的公共卫生工作。(医防科）

区卫生计生委组织召开打击非法行医
联席会议
2018 年 5 月 8 日上 午 ，区卫 生计 生委 在 区卫 生计 生委
监督 所东 三楼 会议 室组 织召 开了 2018 年打击 非法 行医 联
席会 议。会议 由区 卫生 计生 委副 主任 徐可 主持 ，区综 治办 、
区公 安局 、区 市场 监管 局、 区网 格化 中心 、区 人社 局、 区
房管 局、 区城 管执 法局 、区卫 生计 生委 监督 所 的分管 领导
参加 了此 次会 议。
会上 ，区卫 生计 生委 监督 所所 长李 汉超 对 2017 年打击非
法行医工作和“蓝盾 1 号”行动进行了总结，随后 与会 人员 就
我区 非法 行医 工作 的现 状、 面临 的困 难进 行了 热烈 讨论 。
通过 多次 联合 打击 ，我 区非 法行 医现 象在 减少 ，但 是仍 存
在，随着 城市 化的 发展 ，无证 行医 人员 逐渐 转移 到小 区中 ，
致使 发现 难、 进门 难、 固定 证据 更难 。
我委 相关 工作 人员 表示 我们 将继 续把 工作 细化 ，各 部
门相 互配 合， 加强 排摸 ，共 享信 息。 重视 投诉 举报 ，强 化
社会 监督 ，以 高压 态势 继续 打击 无证 行医 行为 ，维 护医 疗
安全 。（综 合监 督科 ）

【重要活动】
崇明区开展国家卫生镇复审督导
根据国家卫生镇每三年复审一次的工作要求，2018 年我区
城桥镇为国家卫生镇复审镇。5 月 4 日下午，区卫生计生委副主
任施建华带队联合建管委、交通委、经委、市场局等职能部门对
城桥镇开展复审工作督导，督导组一行先后前往南门候船室、公
交枢纽站、三沙洪路农贸市场、观潮社区、小餐饮店、背街小巷
等重点场所进行现场督导，按照《国家卫生镇暗访评价表》的要
求，对现场发现的问题进行了记录。现场督导结束后，督导组一
行与城桥镇政府在城桥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进行了沟通反馈，城
桥镇副镇长沈振香参加了会议。会议一是由各职能部门对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向镇政府作了通报并提出整改要求，二是城桥镇汇报
前阶段复审工作开展情况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三是由区
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施建华提出了下阶段工作要求，要求区创卫办
及各职能部门明确分工，指导好城桥镇完成复审工作；镇政府要
完善复审工作体制机制，确保城桥镇顺利通过复审。
（健康促进
科）

崇明区卫生计生系统举行“五四”纪念活动
5 月 9 日，崇明区卫生计生系统举行纪念“五四”99

周年活动，活动表彰了卫生系统优秀团员、团干和青年们，
并邀请区团委老师给请在场的团员青年们上一堂主题团课。
区卫计委党委书记钮东升、共青团区委副书记朱敏煜、区卫
计委纪委书记卞德胜等领导出席活动。卫生计生系统“优秀
团员”、“优秀团干部”和“优秀青年”获得者，各单位分
管领导、团组织负责人及团干部共 150 余人参加了活动。
团区委领导和区卫计委领导为 10 名“崇明区卫计系统
优秀团员”、10 名“崇明区卫计系统优秀团干部”和 10 名“崇
明区卫计系统优秀青年”颁奖。活动为“崇明区卫计系统优
秀青年”获得者举办了离团仪式，3 名获奖代表分别做了交
流发言。
接着，钮东升书记致辞，他肯定了卫生系统团员青年在
日常工作中无私的奉献和取得的成绩，向受表彰同志表示祝
贺，并向全系统共青团员和医务青年致以节日问候，希望系
统广大团员青年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人生观，努力提升
自身素养，为新形势下崇明卫生健康工作作出更大贡献。活
动最后，团委朱敏煜副书记以“新时代 新青年”为主题为
系统团员青年上了一节生动的团课。
本次活动展示了崇明卫生计生系统优秀团员青年的风
采，提升了团员意识，激发了青年热情。系统各团组织将进
一步团结和引领行业团员青年，努力助推健康崇明建设。
（党
群科）

崇明区卫生计生系统举办“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主题知识竞赛决赛
5 月 14 日，崇明区卫生计生系统在新华医院崇明分院举办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知识竞赛决赛，系统 6 支
取得决赛资格的代表队进行了激烈角逐，最终岳阳医院崇明分院
代表队成功折桂。卫计委党委书记钮东升及班子领导出席活动，
系统各基层单位主要负责人以及系统优秀代表共计 200 余名同
志观看了决赛。
本次决赛紧紧围绕“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这一主
题，分为“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三个环节，内容涵括了党
的十九大报告、
《党章》以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形式
灵活、内容丰富，气氛严肃但不失活泼，彰显了崇明医务职工积
极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本次决赛的 6 支代表队，是通过 4 月举行的笔试初赛，从系
统共有 32 家基层党组织中脱颖而出的，参赛队员都具有良好的
政治理论水平和扎实的知识储备，他们的优异表现为系统广大干
部职工奉献了一场精彩对决。
本次活动得到了卫计委党委领导的肯定和系统医务职工的
支持，在卫生计生系统掀起了学习和贯彻十九大精神的新高潮，
让广大干部职工再次接受了十九大精神的洗礼，为崇明卫生计生
行业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夯实了政治和思想基础，为崇明卫生健康
工作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党群科）

新华医院崇明分院“康复进基层、科普传万家”项目
荣获 2017 年度上海市卫生计生行业“十大青年公益
项目”提名奖
近日，共青团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委员会发布了
2017 年度上海市卫生计生行业“十大青年公益项目”
名单和 2017
年度上海市卫生计生行业“十大青年公益项目”提名奖名单，由
崇明区卫计委团委选送推荐，新华医院崇明分院团委申请的“康
复进基层、科普传万家”项目荣获提名奖。
上海市卫生计生行业“十大青年公益项目”是由共青团上海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委员会评定，旨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奉献、互助、友爱、进步”的志愿
精神，促进上海市卫生计生行业公益项目的持续健康发展，引导
行业青年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推动形成创建文明行业的浓厚
氛围，是卫生计生行业传统评优项目。
新华医院崇明分院“康复进基层、科普传万家”项目，是该
院康复科自 2012 年开始发起的志愿公益项目，主要是为崇明区
特殊儿童家庭、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儿家庭、脑血管意外患
者家庭、健康儿童及成人提供家长学校、科普讲座、医学义诊、
上门康复、社区康复等志愿服务。该志愿团队以康复科团员青年
为主，目前有 80 后 3 人，90 后 5 人，是一支充满朝气和热情的
团队，是崇明卫生计生系统团员青年的优秀代表。该项目荣获上
海市卫生计生行业“十大青年公益项目”提名奖，是对崇明医务

团员青年的肯定和褒奖，更是对崇明区卫生计生系统团员青年志
愿工作的激励，以该团队为代表的行业团员青年将珍惜荣誉，继
续前行，为崇明群众的卫生健康不断努力。
（党群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