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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区内的小路整洁有序，树木遮荫，
绿意盎然；楼前屋后花草点缀，清幽别
致，温馨惬意。“海口市人民医院变得好
干净啊！”“这才是我想要看到的医院的
样子！”……市民的赞赏让大家感到欣慰
与暖心。

自“双创”以来，海口市人民医院积
极开展了多次卫生清理活动，对院内停
车场、宿舍区、路面街道以及卫生死角里
的垃圾和“牛皮癣”广告进行了铲除。就
连宿舍区内曾常年堆放杂物的停车棚，
也在大家一次又一次的“搬运接力”中被
清理出来，给职工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的
方便。各职能科室都成立了以科室主任
负主要责任的“双创”工作小组，自行组
织科室进行卫生大扫除，将墙壁上的顽
固污渍、仓库里的废弃物品、仪器槽里落
入的尘埃都进行了清理。很多办公室里
还种植了清新雅致的盆栽植物，为室内
的环境增添了一抹绿色的生机。新竣工
的口腔中心大楼于去年开始投入使用，
位于医院门诊大楼一楼的急诊科也在去
年进行了翻修。院区建筑平面图、科室
分布图以及清晰明了的指示标识都张贴
在了楼层的显要位置……这些整改与完
善，目的就是为了给广大患者们提供一
个更加便捷、干净、有序的就医环境。

医院后勤部门为院内环境的改善下
了不少功夫。在处理医院宿舍区内的

“违规搭建”时，后勤人员多次沟通，劝说
违建人员积极配合“双创”工作。对于一
些难拆的建筑，医院在城管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逐一进行依法拆除。目前医院
内绿化带缺失的植被都已及时进行了补
种，基本实现了无杂草丛生，无黄土裸
露。为了减少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后
勤部门组织了专业人员定期进行“四害”
的消杀工作，并对全院207个落沙井进
行了检查清理，及时补装了防鼠设施，还

按照相关要求将全院的无盖垃圾桶更换
为有盖垃圾桶，实现垃圾以及污水的集
中无害化处理。更换为有盖垃圾桶后，
由于很多人在扔垃圾时出于对手卫生的
考虑，不愿意去触掀垃圾箱盖子，造成垃
圾在桶外乱扔乱放。对此，后勤部门又
在非脚踩式的有盖垃圾箱旁安装了洗手
水盆，让大家在掀盖丢垃圾后能及时洗
手，从而乱扔乱放垃圾的行为得到解决。

医院是救死扶伤的特殊场所，通往
医院的道路就是分秒必争的生命线。在
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美兰区政
府的有力推动下，医院门前海康路段摊
位占道经营的现状得到有效治理，交通
堵塞及“脏乱差”现象得到明显改善。同
时，为缓解医院周边道路交通压力，海口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支持医院建立正
常的医疗秩序，自2016年1月起，对海
康路实施单向交通组织管理，使医院门
前道路得到交通分流，有效缓解院内道
路拥堵的难题。海口市人民医院也主动
作为，为了进一步规范车辆停放，尽可能
满足就诊患者的停车需求，规定就近居
住的职工步行上班，职工车辆不得占用
门诊和医疗区车位，将门诊、住院部周围
350多个车位全部提供给患者使用。

海口市人民医院不仅重视公共环
境，也注重到宿舍区。“双创”办在医院宿
舍区内开设了《不文明行为曝光栏》，不
定期拍摄曝光违规摆放摊位、违规占用
多个停车位、不随手关上垃圾桶盖等不
文明行为，来提高住户的文明意识，让

“有图有真相”成为另一种无声的监督。
曝光栏的展出对宿舍区环境的整顿

很快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流动摊位
不见了，垃圾桶也不再任性地“开着天窗
冒臭气”了，小车也不再霸道地压着线随
意停放了，大家也更加自觉地维护着小
区里的环境卫生。

海口市人民医院以人为本惠民生

曾经围堵在海康
路上的小吃摊位，如
今已不见踪影，变成
了一条让人走着舒坦
的林荫大道；曾经空
空如也的墙壁，如今
已挂上了一张张文明
宣教的海报，让单调
的楼道俨然成为了一
条文化的长廊；曾经
在院内随处可见的烟
民，如今越来越少了，
无烟医院的形象渐渐
深入人心……仅仅5
个多月，海口市人民
医院面貌涣然一新，
变化之大得到了众人
的肯定。

改变源于 2015
年7月31日，海口市
委、市政府在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
生城市”工作动员大
会上，吹响了一场城
市改造攻坚战的号
角。自此，海口市人
民医院在主管局的直
接指导下，全院职工
齐上阵，党员干部坚
守“一线”，为海口市
打好这场战役出人出
力，献计献策。

“烟草依赖”是已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
一种慢性疾病，“烟草危害”更是当今社会最
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医院作为特殊
的公共场所，控烟，更是民之所愿，院之所
需。海口市人民医院一直致力于打造“无烟
医院”。借助“双创”，全院更是多措并举，将
控烟工作推向新高潮。除了志愿者的文明宣

教，医院还通过制定控烟工作制度、设立戒烟
门诊、搭建室外吸烟区、粘贴禁烟标识、多种
途径广泛宣传、成立院内控烟巡查小组等方
式落实控烟工作。从各职能科室组织42名
职工组成院内督导小组，每天轮流对医院的

“双创”工作实行督导检查。其中，控烟是督
导的重点之一。督导员一旦发现有人抽烟便

及时上前劝阻，告知对方抽烟不仅不利于自
身的健康，更会让周围人深受二手烟的危
害。如今，院内吞云吐雾的“瘾君子”少了很
多。

“双创”改善城市风貌，提升城市品位，
提高市民素质。为2017年实现双创目标，
海口市人民医院继续在努力。

“您好，这里不能停车，请您把车停到
停车场。”，“您好，请您不要在这里吸烟，
我院是无烟医院。”……，在海口市人民医
院的门诊大楼、病房廊道、院外街区，人们
经常会看到一支身着红色小马甲，手举文
明标语的队伍，向路过的行人、来往的车
辆、街边的摊贩规劝不文明行为，宣传

“双创”。这些美丽的身影是来自海南医
学院、海口市中医药学校、省卫校、农垦卫
校、省二卫校、省三卫校、湖南等大中专医
科学校的实习护士、助培医生和海南大学

的大学生。
以往在医院门诊前的海康路常因违规

停车而导致交通拥堵，有些患者及家属在
非吸烟区吸烟，随地吐痰、吐槟榔水及乱扔
垃圾现象时有发生。出入电梯不礼让、出
口脏字连篇等等。这些不文明行为与构建
医院文明环境极不和谐。

海南大学校学生会借助校园平台呼
吁在校学生加入到市医院的志愿者队伍，
大学生踊跃报名。每天，志愿者们身穿红
色志愿服，以积极的姿态、饱满的热情，高

举着“无烟医院，禁止吸烟”、“请您把垃圾
放入垃圾箱里”、“请您为他人留出生命通
道，禁止乱停车”、“请勿随地丢烟头、吐
痰、吐槟榔水”等标语牌，在院区人流量较
为集中的地方对来往的行人进行耐心的
劝阻。志愿者们还人手一只塑料袋，在宣
传的同时随手捡拾沿路的垃圾、杂物和烟
头，用实际行动传递文明的正能量。经过
几个月的努力，地面上红色的槟榔水少
了，路边的违章停车少了，楼道里抽烟的
人少了，志愿者们的辛苦没有白费。

“双创”，志愿者传递正能量

近年来，海口市人民医院大力推进医
疗服务深化改革，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安
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服务，做出不懈
努力，“双创”更是加快了医院的改革步伐。

医院已基本实现了“双创”考核项目中关
于医疗机构在挂号、收费、发药等服务窗口排
队等候时间不得超过15分钟的要求，不断完
善了自助预约、挂号、查询等服务，有效分流
就诊患者。仅预约方式就有六种。一是利用
自助信息设备。目前已投入自助挂号缴费机
34台，自助检查结果打印机5台，今后还将继
续加大门诊每个楼层的自助挂号、自助缴费、
自助打印检查结果等现代化自助信息设备设
施的投入。二是通过HIS挂号。与海南省统
一预约挂号平台、就医160、挂号网、中国电信
114等合作，号源纳入统一预约。三是拨打
预约电话进行实名制预约。四是到门诊大厅
服务台进行现场预约。五是复诊患者可以在
诊疗期间直接为下次预约。六是患者可在出
院时办理预约。

在保障患者隐私的前提下，医院还提

供自助打印、手机信息、电话告知、网络查
询等多种形式的检验结果查询服务。逐步
开展通过微信支付、QQ支付等更为方便快
捷的缴费手段，有效节约患者在院的非医
疗等候时间。

公开医疗信息。医院在海甸门诊大厅
增设了一个长12.26米、宽1.47米的高清液
晶拼接大屏幕，滚动公示药品价格、收费标
准、各科专家出门诊时间、专科特色等医疗
服务信息，方便患者选择合适的科室和医
生挂号看病，深受患者的好评。

医院是病人集中的地方，细菌、病毒易
于传播，不仅在病人之间，而且在医务人员、
伤病员以及探视人员之间，都可能发生交叉
感染，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痛苦和不必要的经
济负担，而且还威胁探视人员健康。同时，
病人在接受治疗后也需要得到安静的休
养。2015年11月初，海口市人民医院在住
院部设置“门禁”，探望患者的亲友在非探视
时间内必须持探视卡方可进入，以此控制人
数。此举在海南公立医院中尚属首例，既保

障了诊疗秩序，保证医疗安全，维护了患者
权益。更使患者康复环境得到保障，降低医
院交叉感染的发生率，该规定执行后，相较
之前探病人员混杂的情况大有改善。

加强与患者的沟通，海口市人民医院
有一套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设有意见投
诉箱36个，分别位于住院部每个楼层的楼
梯附近以及各门诊部的医疗区和办公区
内，有固定工作人员定期收集意见箱里的
反馈信并及时处理。设有3部投诉电话，及
时帮助群众解决遇到的难题。

医务人员文雅健康的风姿、稳健适度
的步伐、规范专业的操作、自然亲切的微
笑、体贴关切的语言，都对恢复患者的身心
健康，树立战胜疾病的勇气产生无可替代
的积极影响。对此，医院重视礼仪培训。
院“双创”办公室向全院印发了《医院优质
服务文明用语》手册。聘请专家辅导，来进
一步规范医务人员的文明行为，加强礼仪
修养，提高文明素质，塑造医院形象，将服
务的理念贯彻到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中。

“双创”，提升了服务质量

为了营造良好的院区氛围，海口市人
民医院还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文明宣教活
动，以全方位、广覆盖的形式，将“双创”融
入到人们的生活中。

医院利用两处电子显示屏对数十条“双
创”宣传标语进行滚动播放，在院内悬挂了
宣传横幅，印发控烟等健康宣传手册，院区
内粘贴了控烟标识和“双创”宣传海报，制作
健康教育宣传栏11个，“双创”宣传栏9个。
此外，在门诊大厅、住院部一楼以及海港、龙
昆南、博爱、得胜沙四个医院所属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都搭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展台”，让就诊患者，路过行人可以随时
拿起宣传资料学习文明知识。

同时，院“双创”办公室还利用院周会，
现场对全院中层干部及院领导进行了“双

创”知识的书面考核，内容包括：“双创”的含
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全面”、

“四种精神”、“中国梦”、“三严三实”等。为
实现“人人过关，人人知晓”的工作目标，院

“双创”办安排专人下科室进行了“双创”知
识考核，普及“双创”知识。

院“双创”办公室编发简报，将每周医院
“双创”工作中开展的重点工作和各科室自发
举行的“双创”活动汇编成册后在院区的3个
宣传栏内粘贴宣传，同时将简报电子版发送
至四个社区进行交流。医院官方网站开设的
《“双创”，我们在行动》专栏、医院《院报》开
设的“双创”活动专版，都集中总结报道了医
院“双创”工作的新进展和取得的成效。

为了提高宿舍区家属参与“双创”的自觉
性，继而推动“双创”工作的顺利开展，医院宿

舍区也是医院“双创”工作的重点宣传区域。
2015年10月，在医院宿舍区开展了为期一周
的“双创”重点宣传活动。悬挂了12条横幅，
张贴海报、宣传板共59张，发放宣传单300
多份。将提前录制好的“双创”知识通过广播
在宿舍区反复播放，形成了看、听、说三位一
体的宣传模式。浓郁的宣传氛围激发了大家
参与“双创”的热情，不少人主动找志愿者索
取“双创”宣传单，小朋友们自信满满地互相
背诵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一些年
轻的父母也借此机会向孩子灌输着文明的理
念，更有一些老年朋友向志愿者们交流着自
己对“双创”的看法，并就如何构建良好的宿
舍区环境提出自己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希望
医院能以更多的活动形式将“双创”精神带进
小区，让更多的人知晓“双创”，参与“双创”。

海口市人民医院领导高度重视医院
的“双创”工作，成立了“双创”工作指挥
部，院领导班子成员集体挂帅负责。为
了更好地实现相关文件的上传下达以及
各项工作的具体落实，指挥部下设了“双
创”办公室，制订了《海口市人民医院“双
创”工作实施方案》，将8大块必考项目
中所涉及到医院的18项工作任务具体

落实到部门和相关负责人。2015年8
月7日，医院召开了“双创”动员大会，向
各科室作出了紧密的工作部署。大会号
召全院人员充分发扬“5+2”“白加黑”、

“钉钉子”、“拍拍看”和“马上就办”的四
种精神，鼓励各科室将群众性爱卫运动
和常态性基本工作相结合，多措并举促
进医院“双创”工作全面开展。

“双创”，营造了宣教氛围“双创”，成为了重中之重

“双创”，改善了医院环境

“双创”，让“瘾君子”认识到烟草的危害

该院急诊科进行大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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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人民医院医生
到社区义诊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