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弘扬崇高精神袁聚力健康中国冶

市三医庆祝第二个中国医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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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9日是第二个中国医师节袁
今年的主题是野弘扬崇高精神袁聚力健
康中国冶遥 为弘扬敬佑生命尧救死扶伤尧
甘于奉献尧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袁
营造全社会尊医尧重医尧构建和谐医患
关系的良好氛围袁 展示市三医广大职
工敬业爱岗尧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袁我
院于当天下午在门诊四楼学术报告厅
举行庆祝大会遥

会上袁罗森坚院长发表致辞遥 他代
表医院向辛勤工作在临床一线岗位的
全体医师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袁 他指

出医师是保障人民健康尧 推进中国建
设的重要力量袁 医生与民众是一个共
同体袁拥有共同的目标野健康冶袁有了全
民健康袁才能建设全面小康遥 罗森坚院
长希望广大医师在改革大潮中袁 一起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袁 深入实践党的十
九大提出的新思想尧 新要求袁 不忘初
心尧牢记使命袁努力塑造新时代人民医
师的良好形象袁 奋力开创医共体发展
的新局面遥

院长简短致辞结束之后袁 由郑可
飞副院长带领全体医师进行庄严宣读

叶中国医师宣言曳袁野我庄严宣誓袁 自觉
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袁敬佑生命袁平
等仁爱袁患者至上袁真诚守信袁精进审
慎袁廉洁公正袁终身学习袁努力担当增
进人类健康的崇高职责遥 以上誓言袁谨
记于心袁见于行动遥 冶洪亮的誓言响彻
学术报告厅遥

随后袁 大会对在临床岗位上表现
突出的十一名优秀医师及获得首届优
秀病历评比获奖人员予以表彰遥 院领
导为他们颁发荣誉证书袁 并希望受表
彰的优秀医师及优秀病历获奖人员袁
将荣誉作为起点袁 在平凡的岗位上起
到模范带头作用袁 鼓励全院医师以优
秀医师为榜样袁 为医共体的发展作出
更好的贡献遥

今年的医师节活动中袁 医院特别
安排了浙江万里学院兼职教授陈华荣
主讲野向国学借智慧冶系列讲座第 108
讲野健康篇冶叶医者仁心野治末病冶曳袁课
程指出袁 要想成为人生大赢家袁 得从
叶黄帝内经曳等圣贤书中找智慧遥 陈教
授运用大量典型案例袁分野自愈力冶野意
念力冶和野自然力冶这三部分袁将叶黄帝
内经曳野治未病冶 的理念讲解得生动形
象袁引人入胜袁且直奔今年医师节的主
题袁 生动精彩的讲座使在场的每一位
医师受益匪浅遥 渊宣传科冤

医疗保险待遇转诊温馨提示
为加快推进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向医疗卫生

服务领域延伸袁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能力袁方便百
姓就医袁认真落实省委尧省政府深化野最多跑一
次冶改革决策部署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袁以改善大医院看病难和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
力为重点袁从群众看病就医野关键小事冶做起袁我
院医保科就医疗保险待遇转诊问题给广大市民
一些温馨提示院

2019年度参保乐清市职工医疗保险的转外
就医经备案转诊到市外的袁住院和特殊门诊医疗
费用需自理 10%遥 未经备案转诊到市外的袁医疗
费用需自理 35%遥

新农合参保人员在温州市外定点医院就医
的袁须事先在医保经办机构或二级以上的定点医
疗机构办理转诊转院手续袁未办理转诊转院手续
的袁补偿比例下降 5个百分点遥

我市成立医共体后袁 根据乐卫发 2018渊85冤
号文件精神袁叶乐清市卫生健康局尧乐清市医疗保
障局关于印发乐清市县域医共体转诊管理办法
渊试行冤通知曳袁医共体牵头医院下转病人逐步达
到住院总人次的 15%袁 逐步实现基层就诊率达
到 65%以上袁县域就诊率达到 90%遥 并规定了不
轻易外转病种遥

办理转诊时袁请携带
就诊病历和报告单尧市民
卡遥 我院医保科根据疾病
和政策对转诊病人进行
审核把关遥 渊医保科冤

为贯彻落实叶健康浙江 2030行动
纲要曳助力我市野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试点冶工作袁进一步增强基层群众
应急救护意识袁提升自救互救技能袁发
挥好农村文化礼堂野文化地标尧精神家
园冶作用遥 6月底袁中共乐清市委宣传
部尧乐清市健康办尧乐清市红十字会联
合发布叶关于开展野三年百场十万人红
十字应急救护培训进文化礼堂行动冶
的通知曳袁我院积极响应袁在全市开展
野急救知识进文化礼堂冶活动遥

4月 21日袁 我院心肺复苏推广小
组受黄华南山前村干部邀请袁 小组组
长尧 重症医学科主任郑友文袁 护士江
菲尧厉丽孟等小组成员袁借用红色星期
天文化礼堂袁 给村民们做了一场心肺

复苏知识的普及袁 村民们在课堂上初
步认识了心肺复苏对于挽救生命的重
要性袁了解心肺复苏的抢救流程遥 7月
7日袁心肺复苏推广小组前往胡家垟文
化礼堂开展急救知识培训袁内容是野心
肺复苏加气道梗阻冶等急救技能遥 我院
的心肺复苏推广小组开始进入新农村
文化大礼堂遥 心肺复苏推广小组以文
化礼堂为培训服务阵地袁 通过开展应
急救护知识和技能培训袁提供初步尧及
时尧有效的救护措施袁达到守护生命安
全尧促进身心健康的目的遥

8月 5日袁 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尧
乐清市红十字会尧乐清市卫生健康局尧
乐清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再次发
文袁让急救知识进文化礼堂遥 2019年至

2021年袁计划普及培训人员 10万人次
以上袁应急救护员培训 1万人以上袁实
现文化礼堂干事团成员尧 全市农村文
化礼堂全覆盖遥

我院心肺复苏推广小组积极响应
野应急救护培训进文化礼堂行动冶遥 心
肺复苏推广小组于 8月 6日进入翁垟
华新村文化礼堂开展急救培训讲座曰8
月 19 日在凰屿村文化礼堂开展讲
座遥 8 月 29趁着新生入学军训袁小组
成员分别到乐清市第二中学尧乐清市
第三中学普及心肺复苏基本知识袁努
力让人人学急救袁急救为人人的红会
口号得到传扬袁人道尧博爱尧奉献的红
会精神得到传承遥

渊郑友文冤

市三医响应“三年千场十万人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进文化礼堂行动”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 野不忘初
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袁根据市委尧市卫健局党委
部署要求袁 9月 14日下午袁 我院召开乐
清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共体野不忘初心尧牢
记使命冶主题教育工作动员部署会议遥医
共体各成员单位党组织尧市三医各党支
部书记尧委员们参加了会议遥

会上袁党委书记李世全代表院党
委做野五个坚持尧五个带头冶集体承
诺曰 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袁 深刻认识开展 野不忘初
心尧 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的重大意
义袁增强思想政治行动纪律曰并成立
主题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和 4 个工作
督导组袁 各支部党员要准确把握目

标要求尧扎实抓好主题教育尧推动活
动取得实效遥

会后袁 医共体各成员单位党组织
及市三医各党支部即时召开各支部党

员会议袁 按照院党委的主题教育工作
会议精神及实施意见袁 进行 野不忘初
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工作部署袁作
了学习任务布置和安排遥

我院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

我院摘得乐清市首届
职工工间操比赛桂冠

为献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袁 推动乐清市全
民健身活动的蓬勃发展袁丰富广大职工的体育文
化活动袁展示乐清职工新风貌袁乐清市组织首届
职工工间操比赛袁 于 9月 20日在乐清市体育中
心正泰篮球馆举行遥

我院代表队随着领队响亮的口号袁全体队员
踩着整齐划一的步伐袁铿锵有力的动作袁以饱满
的精神出现在比赛现场遥 经过半天的激烈角逐袁
我院代表队摘得本次比赛机关企事业组的桂冠遥

据悉袁从接获比赛通知的那一刻起袁市三医
队便开始组建运动员队伍袁从人员挑选到工作安
排袁工会领导均事无巨细地安排遥 院领导也积极
参与比赛袁为得奖加分遥入选的 20名队员通过刻
苦勤奋训练袁大到队形切换袁小到手指摆放袁把第
九套广播体操练到随便一帧画面都能整齐划一遥
这是汗水袁是付出袁更是三医人不懈拼搏尧挑战自
我的精神体现遥

我院医护人员充分展现野快乐工作袁健康生
活冶的面貌袁同时还能让医务工作者以更加健康
的体魄和饱满的热情服务全市百姓遥

野乐清三医袁健康第一袁神采奕奕袁勇创佳
绩浴冶这一句口号的叫响袁正是我们三医人奋斗不
息的见证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