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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桐庐一院医共体全体员工的一封信
全体员工院
您们好浴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全面打响的关键

时刻袁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紧急关头袁
医共体全体医务人员积极响应党中央

的号召和省尧市尧县委的统一部署袁用最
执着的坚守尧最无悔的信念袁挺身而出袁
逆行担当袁冲锋在前袁无论在负压病房尧

隔离病区尧发热门诊袁还是在急诊室尧呼
吸科袁抑或隔离观察点尧入城路口袁还是
在武汉抗野疫冶一线袁每一位医护人员都
演绎着一个又一个感人事迹遥 在此袁我
代表医共体班子向逆行者尧 勇士们尧守
护神袁向全体员工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
心的感谢浴 同时袁向默默在后方支持的
家属们袁向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尧团队和

个人对医院的无偿捐助表示最诚挚的

谢意遥
一切终将过去袁静待春暖花开遥 我们

坚信袁有党中央尧省尧市委的坚强领导袁有
县委尧县政府的统筹指挥袁有医护工作者
的使命担当袁有家属们的充分理解袁有广
大市民的鼎力支持袁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阻击战袁夺取抗击疫情的全面胜

利浴
衷心祝愿全院员工及家属们工作顺

利尧身体健康尧阖家幸福尧万事如意!
让我们一起坚守袁共同期待这场疫情

防控阻击战胜利的那天浴

院长院吴国平
2020年 2月

坚决打赢1+3战役
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赵立飞

疫情来了袁县委县政府决定把定点救治
医院的重任交给县一院袁 我们当然责无旁
贷遥 1月 20日袁 迅速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袁下设综合协调组尧疫情防控组尧医疗救治
组尧信息宣传组尧后勤保障组袁明确分工袁落
实责任遥 1月 21日袁设立 24小时预检分诊尧
发热门诊岗位袁 紧急调配近 40名医护人员
充实到感染科曰 全体职工放弃春节休假袁坚
守岗位遥 1月 23日袁签单采购防护服等防护
物资 30万元袁不惜重金雇车接运袁为疫情防
控战奠定了物资基础遥 1月 24日也就是大
年三十晚上袁 领导小组通宵开会研究布置袁
组织木工尧铝合金尧玻璃等商家和施工人员袁
彻夜施工改装扩容袁保证隔离病房尧负压病
房随时启用曰关闭外一尧外三病区袁充实感染
楼人员力量遥 1月 25日袁领导小组实施每天
例会制度袁全员入住宾馆袁确保随时应急靠
前指挥遥 1月 26日袁关闭消化内科尧心血管
内科病区噎噎开例会袁调物资袁组队伍袁关病
区袁停门诊袁派驻点袁援武汉袁一刻不停袁指挥
有序袁推进战役遥

哪里有困难袁 共产党员就冲到哪里曰哪

里有危险袁鲜红的党旗就插到哪里遥连日来袁
各支部党员们纷纷请战袁挺身而出袁用无
畏的勇气和无私的付出袁书写了对党和人
民的忠诚袁 书写了每一位党员的仁医初
心遥 有 159 名党员热血请战到抗疫一线袁
包括党员在内的 112 名医护人员报名参
加驰援武汉预备医疗队遥 1 月 31 日袁感染
楼成立了由 29 名党员组成的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隔离病区临时党支部袁分布在
发热门诊尧隔离病区尧负压病房遥有 5 名党
员派驻集中隔离观察点袁有 3名党员承担

核酸检测采样袁有 2 名党员驰援武汉遥 有
11 名野逆行者冶火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袁
有 3 名入党积极分子吸收成为中共预备
党员遥 共产党员就是要野平常时候看得出
来尧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尧危急关头豁得出
来冶袁这既是院党委的有力号召袁更是广大
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遥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
情斗争中袁我院广大党员袁把疫情防控救治尧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袁 万众一心袁众
志成城袁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
范作用遥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袁全体医护人
员逆行担当袁涌现出一批批奋不顾身尧舍生
忘死的感人事迹袁可圈可点袁可歌可泣遥 有近
400名员工日夜奋战在救治一线袁无怨无悔曰
有十余天连续作战的野男神冶感染科主任吴
炜袁有忙得野飞起来冶的感染科护士长何晓波曰
有 15个小时连续穿戴防护服的赵平曰 有削
发表决心的赵晨华曰 有脱去防护服血染裤衩
的臧琦妮遥有野同为第一线尧携手齐上阵冶的夫
妻陶鸿杰尧吴燕霞曰有野妻在援武汉尧我在守医
院冶的洪健华遥 有野舍小家尧顾大家冶退掉高铁
票的钭杰曰 有取消辞职申请投入战斗的唐
青曰有已经辞职请求参战的张静宜遥 有整体
进驻隔离病区的消化内科护理团队曰有宁可
不收费也来守大门测体温的保安大叔曰有冒
死相伴坚守感染楼的保洁员曰有一日 4餐按
时给战场将士送餐的食堂大伯曰 有眼睛充满
血丝的医务科长翁文进袁有声音嘶哑疲惫不堪
的总护士长季荣娟袁有在县内开微信咨询先河
的儿科主任方玉红袁还有朱红燕尧王秋英尧申屠
静琴尧金焕斌噎噎不胜枚举袁早已泪湿巾衫遥疫
情当前袁我们隔离着病毒袁却拥抱着爱遥正如上
了学习强国的神经内科万大勇的诗 叶一生为
你袁倾力而战曳中所说院一袭白衣披上即为战
士袁脱下亦是英雄浴 渊下转第 2版冤

卫健人员的初心使命得到了体现
把指挥部设在最前沿

把党旗插在最前锋

把赞歌留在最前线

总书记说野越是艰险越向前冶遥
新年伊始袁当我们正在积极谋划医共体建设尧服务能力提升尧干部队伍建设野三大翻身仗冶时袁突然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野全民战役冶遥 我们没有畏惧袁没有退缩袁我们有的是逆行而上袁奋力迎战袁誓死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役遥



疫情来临袁充分发挥我院公立医疗机构
主人翁尧主力军尧主战场作用遥全体员工在春
节期间义无反顾地冲锋在第一线尧驰援到武
汉尧派驻集中隔离观察点袁用血肉之躯为广
大老百姓搭起一道健康屏障浴

疫情来临袁 县委县政府确定我院为新
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后袁我院按照院
感要求以及对疫情形势的研判袁克服种种
困难进行流程改造尧病区扩容袁时刻准备
收治病人浴

疫情来临袁我们发动全院的力量袁医护
人员尧行政后勤人员尧保洁餐饮人员袁一个都
不缺席袁一个也不能少遥不管日常医疗停滞袁
不惜保障成本高低袁 不计个人报酬得失袁我
们一往无前浴

疫情来临袁人不够袁停门诊遥 人还不够袁
关病区遥人依然不够袁日夜坚守浴无论你是编
制内的还是编制外的袁无论你是临时工还是
合同工袁 无论你是保安公司还是保洁公司袁
只要在我们院区上班工作袁你就是我们的员

工浴
疫情来临袁我们毫不畏惧袁我们坚信即

将迎来野全民战役冶的胜利遥 疫情过后袁我们
信心满怀袁我们即将全身心投入到医共体建
设尧服务能力提升尧干部队伍建设野三大翻身
仗冶浴

我们相信袁通过这次疫情考验袁为了有
效应对下一次疫情袁县委县政府一定会高瞻
远瞩尧高屋建瓴进行顶层设计遥 在我院迁建
工程尧人员编制尧薪酬制度尧人才培养尧设备

添置上袁进一步加大对我院等公立医疗机构
扶持力度袁 进一步优化卫生防疫管理制度袁
进一步提升卫健领域治理能力遥

我们坚信袁我们在一起袁风雨同舟袁继续
保持昂扬的精神尧战斗的激情尧拼搏的正气尧
团结的氛围袁一定会赢回我们的自信袁赢取
病人的信任袁赢得社会的尊重袁坚决打赢 1+
3战役浴

向战斗在一线的全体员工致敬浴
向驰援武汉医疗队员致敬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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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健领域的治理能力得到了考验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袁严重威胁着
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袁立刻吹响了全体员工
的战斗集结号浴 危难之际袁全体医务人员逆
行而上袁做寒冬里的野为众人抱薪者冶袁是当
今时代的最美逆行者遥医务人员们明知前路
危急险恶袁却毅然挺身而出袁纷纷签下请战
书院召必应袁应必战袁战必胜浴 我们把家野安冶
在了医院里袁在极易被新冠肺炎感染的高风
险下袁没有任何迟疑袁没有丝毫退缩袁奋不顾
身冲在最前面袁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抗击疫情
的野桐医铁军冶袁为全县人民的生命健康牢牢
地筑起安全屏障遥不计报酬袁无论生死袁令人
闻之动容浴
我们全体医务人员的努力和付出袁得到

了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袁被赞美为野最美逆行
者冶遥从年三十至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袁医
院微信平台每天推送抗 野疫冶 相关信息 56
条袁其中原创文章 41条,总阅读量达 18.7万
余次遥 在国家尧省尧市尧县各类媒体上发布信
息达到 40余条遥

疫情就是命令袁白衣就是战袍遥 疫情发
生以来袁全体医务工作者奋不顾身袁同时间
赛跑袁与病魔较量袁弘扬野敬佑生命尧救死扶
伤尧甘于奉献尧大爱无疆冶的崇高精神袁成为
火线上的中流砥柱遥 作为全县定点救治医
院袁是抗击疫情的重中之重袁是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决胜之地遥 举全院之力袁集优质

资源袁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抗疫能力遥 我报
名浴 我请战浴 我先上浴 我带头浴 在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袁 有的医务人员出现疑似临床表
现袁被隔离观察袁却依然牵挂着没有硝烟的
战场和战场上的战友袁没有一个逃兵遥

我们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袁能吃苦善战
斗的精神袁用心护佑百姓生命安全袁得到社
会认可和尊重袁被称赞为野白衣战士冶袁勾勒
出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医务工作

者的英雄群像遥

我们成员单位富春江院区尧 凤川院区尧
江南院区和新合院区扎紧医共体县乡村三

级防疫野篱笆冶袁设卡口体温检测袁隔离点集

中观察袁代病人配药送药袁实行地毯式追踪袁
推进网格化管理袁疫情防控不留缝隙袁健康
宣教不留死角袁在社区尧乡村筑牢阻击疫情
的野铜墙铁壁冶遥 我们不会忘记院富春江院区
总是说野我来吧冶的严慧袁凤川院区野奋战不
止冶的院长张云彪袁江南院区乡村防控野第一
道防线冶的应急防保队袁新合院区野私车公
用冶代配药的院长徐善良噎噎类似的感人事
迹不但上了叶健康报曳袁而且每天都在抗疫一
线上演遥

我们医共体内县乡村三级卫生机构在

野一盘棋冶中集中体现了野一条心冶袁各成员单
位将每天的防控信息形成日志袁上传到县卫
生健康局尧乡镇政府及总院袁使防控信息形
成野链状冶袁滴水不漏袁被赞誉为野健康守护
神冶袁为全县撑起一片健康蓝天遥

卫健系统的行业形象得到了重塑
最美逆行者

白衣战士

健康守护神

2019年度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
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
“先进集体”、“优秀员工”
一尧先进集体
桐庐一院医共体县一院院区院妇产科尧特检
科尧病历质控组尧桐庐一院医共体富春江院
区尧桐庐一院医共体富春江院区俞赵村社区
卫生服务站尧桐庐一院医共体江南院区青源
村卫生室尧桐庐一院医共体凤川院区柴埠村
社区卫生服务站尧桐庐一院医共体新合院区
新合村社区卫生服务站

二尧优秀员工
县一院院区院王芳尧吴曼丽尧徐赟尧赵倩尧戴卓
君尧徐新尧邱艳楠尧赵华尧马心婷尧陈利英
富春江院区院黄毛山
江南院区院方顺新
凤川院区院吴渠华
新合院区院邵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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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三八红旗集体
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科

杭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桐庐县第二批“战疫”先锋

先锋集体

桐庐增援武汉小分队

钭 杰 县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
徐 新 县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管护师
汪婷婷 县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管护师
赵丽艳 县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管护师
汪承志 县第一人民医院 ICU 护师
宋 晶 县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管护师

桐庐县“战疫”先锋

先锋个人

第一批院吴 炜 县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

第二批院何晓波 县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科护士长

桐庐县“三八红旗手”

徐 新 县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管护师

汪婷婷 县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管护师

赵丽艳 县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管护师

宋 晶 县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管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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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袁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全体员工上下齐心尧奋勇逆行袁积极投入到抗野疫冶第一线遥 总院有近 400名员工日夜奋战在隔离病房尧发热门诊等战
野疫冶一线遥 截至 2月 29日袁共收治留观病人 126 例渊其中收治隔离病房 115人袁一楼留观未住院 11人冤袁其中确诊病例 19例袁转杭州 24例渊其中确诊转杭州 20例袁其他隔离留观转
杭州 4例冤尧转科治疗 4例袁治愈出院 87例遥 1月 21日到 2月 29日发热门诊就诊人次数院3010人次遥 2月 7日至 2月 29日儿科发热门诊人次数院306人次遥 医共体内成员单位共开
展医学监测 685人袁集中隔离 330人袁居家隔离 732人袁解除隔离 872人遥

视疫情如命令袁视病房如战场遥 透过时间轴袁回顾桐庐一院医共体的战野疫冶大事记院

桐庐县委书记方毅慰问春节期
间坚守岗位的一线医护人员遥

院领导班子慰问感染科抗野疫冶
一线医护人员遥

整合外一科尧外三科至外二科袁
2个病区所有医护人员充实到感染
科备用遥

总院党委向全院党员发出 野人
民健康 医者担当冶倡议书遥100余名
党员主动请战遥 近 400名医护人员
请战遥

召开防控工作小组会议袁成立医共体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袁下设综合协调组尧疫
情防控组尧医疗救治组尧信息宣传组尧后勤保障组 5个小组遥 制定叶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应急医疗救治工作预案曳遥

1月 19日

1月 23日

浙江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遥 省卫健委公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诊治定点医院名单遥 我院被确定为县内唯一新冠肺炎诊治定点医院遥

感染科 3楼隔离病房启用袁收治第一例医学观察病人遥

1月 25日

建立领导班子每日例会制度袁随时召开碰头会遥
布置尧指导医共体成员单位上门为居家隔离及医学观察点人员监测体温尧开展

高速出口体温监测等疫情防控工作遥

1月 27日

感染楼 2楼隔离病房尧4楼负压病房完成改造袁 正式启用袁 收住第一例疑似病
例遥

发热门诊 24小时开放袁紧急从全院抽调医护人员 40名增援至发热门诊遥

1月 21日

1月 24日

县卫健局局长胡亚明慰问感染科抗野疫冶一线医护人员遥
合并全科尧消化内科到内分泌科袁合并心血管内科到神经内科遥 科室合并后的

人员增援发热门诊尧隔离病房遥

1月 26日

1月 31日

成立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隔离病房临时党支部袁 任命费鑫法同志为党支部书
记遥

2月 4日

桐庐县城部分区域实施出行管控遥 医院仅开放急救中心大门袁并设立 24小时
测温点遥

完成儿科门诊区域改造袁单独设立儿科发热门诊遥
2月 8日

值此元宵节袁院班子成员首先到医共体成员单位尧隔离点慰问抗击疫情一线的
医护工作者袁 晚上为感染楼一线人员及各科室值班人员送上热腾腾的汤圆和温暖
的节日祝福遥

晚 11院35袁接县卫健局通知袁我院将派出 6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遥 班子成员紧
急召开会议袁半小时内确定人员名单袁并通知所有人员遥

2月 14日

县委书记方毅慰问援鄂医疗队队长钭杰的父母袁县卫健局局长胡亚明尧我院院
长吴国平陪同曰县长齐力慰问援鄂医疗队员汪承志和徐新的家属袁县卫健局副局长
胡轶群尧我院党委书记赵立飞陪同遥

2月 21日

预检分诊工作前移至急救中心大门袁主要是门诊办尧体检中心尧保健中心尧保卫
人员尧特勤及职能科志愿者参与遥

上报第一例确诊病人袁诊治后期按集中收治原则袁转送至杭州市定点医疗机构
隔离治疗遥

1月 29日

收到第一笔社会捐款袁 制定 叶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接受社会捐赠资助工作方
案曳遥

2月 3日

2月 7日

上午召开医院首批援鄂人员
动员会遥 医生钭杰袁护士徐新尧赵丽
艳尧宋晶尧汪婷婷尧汪承志驰援武
汉遥

2月 9日

杭州西溪医院专家刘寿荣主任在院驻点指导疫情诊疗工作遥

2月 15日 -17日

下午 16:00袁第一次召开医共体视频会议袁党政班子成员及全体中层干部参加
会议袁进行疫情防控复工复诊相关工作布置遥

2月 27日

在抗击疫情期间袁防控物资保障尧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及诊疗方案学习尧全
体医务人员防护培训袁贯穿始终遥

大事记



严格管控好医院野入口关冶遥将门诊预检
关口前移至急诊中心大门入口处袁 抽调门
诊尧体检中心尧保健中心护士和行政后勤志
愿者加强预检分诊力量遥预检分诊医护人员
要求所有人员进入院区需佩戴口罩袁保持一
米距离有序排队袁接受体温监测袁出示杭州
健康码或接受 14天的流行病学询问遥 体温
正常的人员到普通门诊就诊袁 体温大于
37.3益的人员引导到发热门诊就诊袁红码或
黄码人员引导到独立诊区就诊遥

在电梯尧自助挂号机安装手消剂袁提醒
病人在触摸屏幕或按钮前先进行手消毒遥层
层防护尧细节把关袁做好环境的清
洁尧通风尧消毒袁以严谨的态度落
实每个防护细节遥

医院制定严格

的门诊就诊流程袁取

消现场挂号袁实行分时段尧实名制预约挂号袁
控制诊疗时段的候诊人数袁引导就诊者错峰
就诊袁尽量减少候诊区聚集袁同时加派人手
维持就诊秩序袁 及时疏散候诊区聚集密度遥
各诊室实行野一人一医一诊室冶式的私密诊
查服务袁不仅保护就诊者的隐私袁还可以避
免二次聚集袁降低感染风险遥

B超尧心电尧放射等检查科室已制定应
急预案和流程袁每天对仪器设备和科室环境
进行消毒遥检查等候大厅持续保持通风袁CT
室 24小时进行空气消毒袁X 光尧 磁共振尧B
超室尧心电图室等其他检查房间紫外线消毒
每天至少 2次袁并设专人监督医护人员和患
者个人防护遥

放射科对发热尧疑似病人 CT检查分时
间段进行袁 单独通道
进出遥检查期间其他
人员全部疏散袁并
设立警示牌遥 检
查中发现肺

部 感 染 患

者 立 即

通知诊

断组袁进
行 会 诊 袁
如可疑以危

急值上报袁按院感防护应急
处置流程做好防控遥 超声科尧
心电图实行一人一探头一消

毒袁充分做好院感防护袁保证
检查安全遥

各病房对住院病人和陪护严格筛查流

行病学史遥在各临床科室病区门口设专人管
理袁 进入病区人员需要进行手消和鞋底消
毒袁严把住院安全关曰所有病房实行封闭式
管理袁规定各病房限制探视人员袁建议以电
话尧 微信方式慰问袁 探视时间不超过 30分
钟曰普通病人原则不陪护袁因病情需要陪护
的由病区医护人员综合评估后发放陪护证袁
凭证出入袁人员相对固定曰对患者体温实时
监测记录袁陪护人接受常规体温测量袁实现
病区体温监测全覆盖曰强化患者及陪护人健
康宣教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遥

所有手术必会询问相关流行病学史遥手
术室在原有消毒隔离制度及手术室环境清

洁管理制度下执行更严格的院感制度院增加
进出人员随时手消袁 管理手术室进出人员袁
每日 2次各个区域含氯消毒液喷雾及擦试
消毒袁关闭所有中央空调袁改独立单间空调
系统袁做好标准预防袁所有医务人员及工人
进行防控知识尧防护操作培训及考核袁进行
新冠病毒患者手术的应急演练等遥

分区诊治发热患者袁 启用独立发热门
诊袁设立发热患者就诊尧检查专用通道袁
确定专人定时定点定量消杀防疫遥全县
新冠肺炎疑似及医学观察患者也均

集中在 7号楼感染楼内单独隔离救
治袁与普通患者进行明确分区就医诊
治遥
部分抽调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也已

有序野出仓冶袁进行修整袁为之后完全恢复正
常诊疗秩序做准备遥

全院公共区域所有物品表面尧地面等均
用含氯消毒剂进行擦拭袁每日两次进行全面

消毒袁保证消毒无死角遥 在病区和门诊配备
足量的手卫生设施袁每天定时定点定量对全
院病区尧诊室袁特别是对重点部位袁加强通
风次数曰 对手术室等重点部门分区实施专
业消毒袁对电梯尧收费取药等服务窗口实行
一日三次袁通过浸泡尧擦拭尧喷洒等方式进
行全方位立体式消毒遥同时袁加强餐厅及餐
饮服务人员卫生尧消毒和防护袁改变集中用
餐模式遥

医院制定了叶桐庐一院医共体新冠肺炎
医院感染防控手册曳袁严格落实医护人员尧各
诊室尧 病区等区域感染防控措施袁 其中对
120救护车尧血透室尧ICU尧内镜中心尧耳鼻喉
科尧眼科以及医技等科室实施更为详细的院
感消毒防控措施袁全力确保患者安全稳定就
诊遥

医院还设立巡回监督员袁各科室设立院
感监督员袁每天对区域内的防控措施是否落
实到位尧工作人员个人防护是否做好等进行
监督袁并将异常情况及时反馈给院感科遥 对
全院员工包括工勤人员袁医院每天会进行 2
次的体温监测遥科室和医院由专人进行统计
汇总遥

为严守医院感染控制工作防线袁加强薄
弱环节管理袁我院医务科组织开展疑似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发现处置应急演练袁模拟
急诊接诊一位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袁
加强急诊医护人员在预检分诊尧 诊室接诊尧
病例报告和专家会诊尧病例转运及转运后处
置等环节的正确操作遥 以此确保在实践中袁
医护们能在保护好诊区其他患者和医护人

员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袁使疑似新冠肺炎患者
得到安全尧有效地诊断和治疗袁为广大人民
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遥

防疫战疫严保安全袁 医疗救治从未间
断遥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将继续秉承以病人
为中心尧以质量为核心的理念袁竭诚为广大
患者服务袁也请广大患者朋友们来院放心就
诊尧安心就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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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恢复正常诊疗 保障市民安心就诊

一、预检分诊 严把“入口关”

严把野十大关冶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遥 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县内唯一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定点救治医院承担着全县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集中救治任务袁 难免让早
就想来看病就医的患者产生担忧院野去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看病会不会交叉感染钥 会不
会不安全钥 冶

在这里袁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本着科学尧规范尧专业尧负责的态度向大家承诺院医
院已有序恢复正常的医疗工作袁疫情防控和正常诊疗野双轨冶机制运转良好袁各项疫
情防控措施严格规范袁 诊疗环节和诊疗流程科学有序袁 发热门诊和隔离病区专人专
班上岗袁其余门诊和住院部医护人员在岗在位袁检查诊疗设施设备配备到位袁能为您
提供安全尧便捷尧优质尧高效的诊疗服务遥

二、及时手消 严把“细节关”

三、网上挂号
严把“诊室关”

四、一人一消 严把“检查关”

六、防护到位 严把“手术关”

七、分区诊治 严把“隔离关”

九、防控手册 严把“监督关”

十、模拟演练 严把“应急关”

后勤人员对电梯
进行全面消杀

患者使用自助机
前进行手消

所有病房门口均设
置专人对进入人员
全身消毒

医技科室对检查机
器进行消毒

应急演练院医护及特勤人员引导
疑似新冠患者进行放射检查

八、全面消杀 严把“环境关”

五、增设关口 严把“住院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