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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对补种狂犬病疫苗作出详细部署
时报讯（记者 张傲）8 月 9 日，青
海省卫生计生委下发关于切实做好长
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接种者管理服
务等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市、自治
州卫生计生委、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等单位，进一步做好长春长生公司狂
犬病疫苗接种者管理服务和续种补种
等相关工作，
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通知要求，各市、自治州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和有关医疗卫生单位要高度
重视，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做好接种者管理
服务、续种补种等相关工作。省卫生
计生委将成立青海省长春长生疫苗公
司狂犬病疫苗续种补种工作领导小
组，负责全面综合协调，安排接种者管
理服务、续种补种等相关工作，落实督
导检查。各市、州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要成立本级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
续种补种工作领导小组。同时，成立

青海省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续种
补种专家组，负责指导长春长生公司
狂犬病疫苗接种者跟踪观察和咨询服
务工作，组织开展培训，协助市（州）级
专家组对情况复杂的接种者进行会
诊，确保群众获得科学规范和高质量
服务。
通知指出，各市、自治州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要做好跟踪观察，并划分三
个时间阶段：接种后不满三个月的，要
进行重点观察，关注伤口愈合情况，临
床症状和体征以及心理状况等，同时
做好随访，可以采用电话或网络等形
式提供咨询；接种后在三个月至一年
的，要进行一般观察，主要是自我观
察，如有较大疑问进行电话、网络咨
询，或者到接种单位进行咨询的，相关
单位要做好相关工作；接种后一年以
上的，一般不需要进行追踪观察，但如
有异常情况，相关单位要进行电话、网

络咨询，或者到接种单位进行现场咨
询解答。各地要向社会公开辖区内接
种单位的名称、地点和联系方式，切实
方便群众寻求服务。县级以上地方卫
生行政部门要个确定 1 家医疗机构作
为辖区内进行临床观察的定点医疗机
构，定点医疗机构要设置在有感染性
疾病科切狂犬病诊疗能力较强的综合
医院，对进一步需要观察诊断和治疗
的接种者进行及时有效处置。
据介绍，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长
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接种者跟踪观
察、咨询服务、信息报送和督导检查有
关工作电视电话培训会议的要求，青
海省卫生计生委已下发《关于开展长
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接种情况督导
检查工作的通知》，8 个督导组已分赴
各市、州就接种点设立、接种者跟踪观
察、咨询服务、信息报送等工作进行督
导检查。

阿尼玛卿高原半程马拉松

获医疗保障
时报讯（记者 张傲）近日，第四届
青海·玛沁阿尼玛卿文化旅游节暨“民
族团结杯”2018 阿尼玛卿高原半程马
拉松赛事活动在玛沁县大武镇举行，
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 余名
运动员参加比赛。玛沁县卫生计生部
门精心组织，多措并举，为赛事医疗保
障保驾护航。
据介绍，玛沁县人民医院赛前在
县委、县政府安排部署下，在辽宁省金
秋医院专家服务团大力协助下，积极
开展医疗保障筹备工作。对医院所有
医疗急救保障人员进行赛前急救知
识、应急医疗抢救、心肺复苏等相关方
面的技能操作培训，熟悉并掌握急救
设备的使用；医院特邀德国 JAEGER 公
司对参赛选手进行心肺功能检测，筛
查重点人群，
进行有效医疗保障。
同时，成立医疗保障领导小组，针
对赛事和气候条件，经过反复论证，制
定了切实可行的医疗保障预案，做到
了全方位的救援。在辽宁省金秋医院
的协助下，特邀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
分会主任委员王立祥教授、中关村精
准医学基金会理事长蔡顺利、中关村
精准医学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何
勇等 10 多名国内急救专家全程参与医
疗保障工作。辽宁省金秋医院第四
批、第五批驻玛沁县人民医院对口帮
扶医疗队和县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共同
组建了 80 多人的医疗应急保障团队，
根据赛道实际情况，设定了 6 个固定医
疗救助点，安排 13 辆流动救护车及应
急救援车，车上配备有腹式提压心肺
复苏仪、心电监护仪、体外除颤仪等应
急保障物品，为参赛选手和工作人员
提供全程专业的医疗救援服务。
活动期间，医务人员共救治了 13
名运动员，并进行了对症治疗。医护
人员精湛的医疗技术赢得了运动员和
主办方的高度好评，确保了赛事医疗
保障。

8 月 8 日，是我国第十个全民健身日。当日，我省各地举办了丰富
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在省城中心广场，青海省体育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为广大市民准备了体质检测仪，
现场为市民进行体质监测。
时报记者 张傲 摄

剩余车位显示误导游客
“兜圈”
时报讯 （记者 陈钰月）“青海湖
车位太难找了，绕了几圈这个也没
找到车位，停车场的剩余车位显示
也有错误，要是有个人指引一下就
好了。
”来自四川的游客周女士向记
者抱怨到。原来，周女士 8 月 8 日来
到青海湖时，在景区停车场绕了不
少圈才找到一个车位。
周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在进入青
海湖景区旁边的停车场时，看到显示
剩余车位还有不少，进去也发现车虽
然很多，但每个区域都显示着剩余车
位 14、剩余车位 46 等信息，但将车
开进去后发现并没有一个空车位，只
得将车又开出来，来来回回绕了好多
圈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车位。

遇到这种情况的不止周女士一
人，来自西宁的张先生也遭遇了这
样的窘境，张先生表示，自己好不
容易找到车位后，来到最里侧却发
现那里居然空着不少车位，而仍然
有许多车辆在前面绕着一圈又一圈
地找车位。
张先生和周女士均向记者表示对
于旅游旺季车位不好找、车难停的情
况表示理解，可是明明没有车位却显
示有车位，让游客如同“无头苍蝇”
一般在停车场乱转，要是景区能够安
排工作人员进行引导，告知指示牌显
示是错误的，这样就能省下不少麻
烦，停车场内车辆运行也会更加有秩
序。

我省多举措

助力
“健康青海”
时报讯（记者 王悦）近年来，青海省卫生计
生委坚持“人才优先”的发展战略，依托人才工
程，创新完善人才政策，注重搭建交流平台，大力
引进医学高层次人才，为推进“健康青海”建设提
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据了解，省卫生计生委积极会同教育部门，
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
确立以“5+3”为主体，
“3+2”为补充的临床医学人
才培养和中藏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基本建立；加强
社会急需和紧缺的卫生人才培养力度，从源头上
加强医疗卫生人才培养。2017 年，我省第一批
235 名规培学员顺利毕业。
制定出台《青海省高层次卫生人才引进办
法》
《青海省高层次卫生人才培养办法》，进一步
拓展高层次卫生人才培养和引进渠道。依托“青
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
“ 昆仑英才”
“ 西部
之光”等项目平台，加强高端人才培养和引进。
积极推广“组团式”引才引智工作。推进北京市
卫生计生委帮扶玉树州人民医院、上海华山医院
与果洛州建设远程医疗会诊平台。积极推进“清
华-青大”组团式帮扶模式，上海中医药大学选派
4 名专家
“组团式”
帮扶省中医院。
增加县乡两级医疗卫生机构人员配备总量，
协调相关部门为县级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招聘 500 名医务人员。认真实施农牧区订
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项目，每年为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培养本科医学生 200 名，专科医学生 100
名，每年招收在岗村医 400 名左右。安排省内 24
所三级医院对口帮扶 57 所县级医院，辽宁省和
原沈阳军区 60 所三级医院帮扶 60 所县级医院，
协调六省市 21 所三级医院帮扶 21 所县级医院，
安排省内各级公立医院对口帮扶乡镇卫生院，实
现了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对口帮扶全覆盖。
深化医改措施发力，分级诊疗成效显著，组建多
种形式的医联体 89 个，医联体内优质医疗资源
向基层下沉，上级医院指导成员单位成立专业科
室 116 个，开展新技术新业务 466 项，有效提升了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印发《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
术人员职称评审和岗位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探索建立“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的基层卫生专业
技术人才高级职称评审制度。深入推进公立医
院薪酬制度改革，持续改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
效管理制度，优酬优绩，多劳多得。注重发挥典
型引领，运用各类人才评价体系和平台，选树人
才典型，
激励人才成长。

格尔木 7 个项目投资

全部过亿
时报讯（记者 陈钰月）记者从格尔木市统计
局获悉，7 月，格尔木全市有 7 个在建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达到入规条件，共计计划总投资达 52.5 亿
元，
并已全部通过上级统计部门审核入库。
据介绍，7 个项目全部达到亿元以上的分别
是：格尔木藏格锂业有限公司 2 万吨/年碳酸锂项
目一期、
察尔汗盐湖旅游资源开发项目、
三峡新能
源格尔木清能发电有限公司格尔木光伏发电应用
领跑基地 1 号项目、
三峡新能源格尔木清能发电有
限公司格尔木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 2 号项目、
三
峡新能源格尔木清能发电有限公司格尔木光伏发
电应用领跑基地 3 号项目、
三峡新能源格尔木清能
发电有限公司格尔木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 4 号
项目、三峡新能源格尔木清能发电有限公司格尔
木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 5 号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