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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健康

我的心愿

门诊预约诊疗服务

●根据病情， 选择您所信任的专家或专科医

生。

●帮助您联系特殊检查项目。

●门诊设有专职工作人员， 负责预约看病接

待，帮助您提前挂号，约定专家或专科医生就诊时

间，陪同您到相关科室就诊。

门诊预约服务热线：15305665000

我院召开“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党课报告会

5月 28 日下午， 池州市人民医院

召开“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课报告

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及中央、省委和市委“三严

三实” 专题会议精神， 以启动我院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 刘斌院

长作专题教育党课报告。 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齐玉萍主持。 全院中层

以上干部及全体党员参加了报告会。

刘斌院长指出， 要提高思想认

识， 认真领会专题教育的深刻内涵。

“三严三实” 是领导干部的修身之

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是深化作风

建设的更高标杆、是有效预防腐败的

锐利武器，是推动事业发展的行动指

南。 在全院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巩固

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

有效形式，是推动全院干部转变作风

的迫切需要。 要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和

干部队伍建设， 努力营造守纪律、讲

规矩的浓厚氛围， 真正把中央和省、

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刘斌院长强调 ， 要高标准严要

求， 切实抓好专题教育的各项任务。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把“三严

三实”和“忠诚干净担当”视为座右

铭，作为修身做人的基本遵循，作为

为官用权的警世箴言，作为干事创业

的行为准则，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要坚持从严治党，自觉践行“三严

三实”；要坚定政治品格、做到对党忠

诚；要坚守为官底线，做到干净干事；

要坚持从政准则， 做到敢于担当；要

坚持加强纪律约束， 做到遵规守纪。

做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好干部。

刘斌院长强调， 要严把专题教育

质量关， 确保专题教育有序深入开

展。 要认真开展学习教育，牢固树立

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 要突出问题导

向，找准找实存在的问题。 要从实进

行党性分析，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要

从严着手，持续抓好整治工作，巩固

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为政不在言多，

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

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广大党

员干部要认真参与到专题教育中来，

把从严治党和强化内心认同、知行合

一结合起来，把开展好专题教育与贯

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各项任务、

推进全院各项事业实现新发展结合

起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良好的

精神状态和扎实的工作作风，把专题

教育组织好、开展好，为实现“高尚的

医德、精湛的技术、一流的服务、卓越

的管理、优美的环境、和谐的医院”提

供坚强保障。

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齐玉萍在

会议总结时指出，各党支部、各科室

要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认真领会

“三严三实”的深刻内涵，将“三严三

实”要求作为新常态下党员干部做人

做事、创新创业的“指南针”和“方向

标”，自觉融入到医疗服务工作中来，

为实现医院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民幸

福安康贡献新的力量。

（党委办公室 吴龙春）

我院成功举办“内镜感染

控制知识培训班”

4月 25 日至 26 日， 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 内 镜 感 染 控 制 知 识 培 训 班 ” 【 项 目 编 号

2015-15-02-014(皖）】在池州市人民医院行政楼 6 楼多

功能会议室举行。 本次继教班由医院感染管理科主办，来

自全市各级医院近 200 名医护人员参加培训。 培训班邀

请了安徽省省立医院、 弋矶山医院的感控专家及内镜护

理专家，就内镜室医院感染管理要求、软式内镜清洗消毒

标准化操作流程与质量控制、 我省的内镜管理要求及验

收存在问题、内镜技术应用进展、硬式内镜的清洗、消毒、

灭菌要求等内容做了专题报告， 并安排了软式内镜清洗

消毒操作流程及硬式内镜清洗消毒灭菌操作流程的现场

培训。 本次培训班，课题针对性强、内容丰富、知识新颖，

拓展了学员的知识领域， 给池州市各级医院创造了一次

难得的学术交流机会，获得学员们的一致好评。

本次培训班同时经安徽省卫计委医政科同意， 对考

核合格的学员发放 《安徽省医院内镜清洗消毒与管理培

训证》，这一举措基本解决了池州市各级医疗机构尤其是

基层医疗机构从事内镜诊疗人员需持证上岗的难题，有

效促进了池州市内镜诊疗的规范管理工作。

（感染管理科 刘艳）

我院举办首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会

5月 19 日， 我院首届安徽医科大

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会在 2

号会议室举行。 答辩委员会主席由刘

斌教授担任，答辩会委员由皖南医学

院附属弋矶山医院汤圣兴教授、柯永

胜教授及我院杜四清教授等组成。

答辩会上， 硕导刘少忠教授、徐

晓东教授分别介绍了两位同学的学

习情况及论文选题缘由等。 每位研究

生从选题意义、论文框架、研究思路、

主要内容、创新之处等方面进行了简

要的汇报。 答辩委员会就论文的相关

问题进行了点评和提问，并就进一步

完善论文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研究生对答辩委员提出的问题进行

了认真思考和回答。 最后，经过答辩

委员会评议和无记名投票表决，认为

2 名研究生的论文选题符合专业学位

论文的要求，行文规范、内容详实，答

辩过程中能够准确回答专家们所提

出的问题，同意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

辩，建议授予硕士专业学位。

毕业论文答辩是检验毕业生专业

文化水准及研究能力的重要手段，也

是研究生教学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本

次答辩会程序清晰，氛围融洽，委员

会老师的提问和意见提升了答辩人

的思考高度，为研究生的论文修改提

供了方向，对我院今后培养研究生有

一定的指导意义，标志我院研究生教

育上了一个新台阶。

（科教科 陈章）

我院举办医德医风教育

专题讲座

5月份是我院医德医风集中教育月，我院高度重视医

德医风教育，尤其是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并将医德医

风教育贯穿医疗服务工作的始终，使之形成常态化、规范

化。

5月 12 日下午， 我院特邀省卫计委监察室金国文主

任来院授课。讲座由市卫生局局长陈建淮主持。全院中层

以上干部、全体党员及药剂科、设备科等重点岗位人员近

150 人聆听了讲座。

金国文主任主要从把握反腐倡廉总体要求和工作部

署、 正确认识反腐倡廉形势和任务及加强自身建设等三

个方面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紧迫性娓娓道来，并

通过正反典型案例分析，提出医院党风廉政建设新要求。

他告诫，党员领导干部和广大医务人员一定要有信仰、有

渴望、有梦想，坚持法律红线不触碰、法律底线不逾越，让

廉洁自律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

良好氛围。 （党办 吴龙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