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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立医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简报
（第 2期）

中国共产党威海市立医院委员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2019年 10月 15日

坚持规范决策 不忘初心使命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威海市立医院

把议事决策作为践行医者初心、永葆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保障，

通过制定完善议事决策制度，规范决策行为，不断促进依法决

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始终保持医院发展的正确方向。

一、坚持党委领导，保证正确决策。党委集体领导是医院

议事决策的基本原则。市立医院严格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加

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的有关精神，修订了《市立医院章程》，

制订了《市立医院议事决策制度》，明确了医院决策的主体、

决策范围程序、决策执行与监督，牢固确立党委在医院议事决

策中的领导地位。坚持党委对医院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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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融入医院治理各环节，充分发挥医院党委把方向、管大局、

作决策、促改革、保落实的领导作用。今年以来，医院坚持凡

属重大问题都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共召

开党委会 30余次，研究讨论发展事项 500余件，对坚持医院公

益性、保持稳定发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二、坚持程序规范，保证科学决策。决策程序科学是决策

结果科学的有效保障。市立医院对各决策主体议事决策范围、

程序等进行了明确界定，党委会、办公会、职代会各自在职权

范围内决策相应事项，并且严格按照规定程序组织实施。规定

决策重大事项必须经过调研论证，必要时进行专家咨询，以保

证决策的科学性。医院重要行政、业务工作坚持先由院长办公

会议讨论通过，再提请党委会议集体研究决定。主要领导要作

末位表态，防止对不同意见形成干扰。建立医院党委书记和院

长沟通制度，做到重要决策事先沟通、日常工作定期沟通、紧

急情况及时沟通，充分酝酿，统一思想，提高决策质量。

三、坚持公平公正，保证阳光决策。全方位加强对议事决

策的监督，保证议事决策在阳光下运行。规定医院通过集体会

议决定医院重大事项，任何个人都不能代替集体决策，确因情

况紧急时，需事后立即补办相关程序并向上级报告情况。坚持

会议议题上报制度，医院研究议定重大事项必须提前报院纪委

和上级纪委督导组审批，没有列入议题的事项不得临时动议，

并接受院纪委和上级纪委督导组的现场监督。与员工利益密切

相关的重大事项，按照程序提交院职代会研究讨论。严格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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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务公开原则，除依法应当保密的事项外，采取院内网、会议

传达等形式适时公开，切实保证广大干部职工的知情权和监督

权。

南院区党支部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启动会议

根据院党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工作部署，

9月 23日，南院区党支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活动启

动大会。本次大会由南院区党支部书记于晓红主持，支部全体

党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启动大会上，于晓红同志传达了院党委“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了南院区党支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相关工作。她指出全体党员应在政治上、思

想上、行动上立即统一到院党委教育活动工作部署上来，充分

认识本次主题教育的重要性，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努力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

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

具体目标。她要求党支部要制定详细的学习配档，组织形式多

样的教育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为基层党员搭建学习教育、志

愿服务平台；支部委员要深入一线科室联系基层党员及群众，

通过座谈、走访等形式深入挖掘党支部、基层党员在改进工作

作风、提高医疗质量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各党小组要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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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学习教育载体作用，按照支部学习配档保质保量进行集中

研讨学习，杜绝主题教育学习上的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基层

党员要对照工作方案，检视自身在思想觉悟、能力素质、道德

修养、作风形象方面存在的问题，形成书面问题清单，由党支

部、党小组监督整改。她强调主题教育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落实，

通过本次教育活动南院区各科室要在工作作风、医疗质量、技

术水平、精品专科建设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真正提高为民服

务的本领，端正行医为民的态度，立足本职工作落实主题教育

内涵要求。

西院区党支部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专题会议

9月 27日，西院区党支部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专题会议。会议根据院党委的工作部署要求，全体党员参

加，支部书记刘芳主持会议并作动员讲话。

动员大会上，刘芳书记传达了院党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实施方案，她强调，一是强化宗旨意识。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论述摘编、学习纲要

等有关重要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中蕴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党的群众观念，充分利

用下一线、进临床等形式，认真倾听职工和患者的心声，以实

际行动回应群众诉求。二是端正态度，提高政治站位。要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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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党员制定自学计划，支部采取集体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警示教育等活动，推进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坚守理想

信念，初心使命不动摇。三是树立务实作风。学习是基础，实

干是关键，主题教育力戒形式主义，要全面把握“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努力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

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

做表率的目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忠诚干净担当

的政治品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

斗”。通过主题教育活动，全体党员要牢记宗旨，奋发有为，敢

于担当，立足本职，为医院的发展贡献力量。会后支部全体党

员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威海市立医院外科第一党支部
在全市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做典型发言

10月 10日，全市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

彻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全省党的

建设暨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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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对全市机关党建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对机关党务工

作者进行专题辅导。医院外科第一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张焕虎同

志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威海市立医院外科第一党支部涵盖胃肠外科、肝胆外科、

小儿外科和血管外科，共有党员 29人。近年来，外科第一党支

部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 党建引领促发展”的理念，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结合医疗服务工作实际，强基铸魂，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增强本领，不断提高让人民满意的核心服

务能力，树好形象，着力培育让人民满意的服务作风，将党建

工作融入医德医风和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强化党员的身份

意识和责任意识，使党支部成为了带领科室健康发展的坚强

领导核心，推动科室的医疗质量、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实现

了党建工作和业务发展“同频共振”。胃肠外科、肝胆外科、

小儿外科和血管外科先后建成威海市临床重点专科，实现了

优质护理病房全覆盖，在威海地区率先开展了结直肠癌

NOSES手术、快速康复外科、恶性肿瘤淋巴结纳米炭示踪技

术、粒子植入放射治疗等一系列新技术项目，小儿血管外科

在第八届华北血管外科技能比赛中斩获三等奖，为群众提供

了优质、安全、有效、快捷的健康服务。支部及相关科室先

后被评为威海市直卫生系统优秀基层党组织、全国巾帼文明岗、

省级“青年文明号”、省级及市级优质护理示范岗，支部书记

张焕虎同志被评为“市直卫生计生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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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参加市直卫生健康系统
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为筑牢党性根基，坚定理想信念，按照市直卫生健康系统

工作要求，根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安排，10

月 10日-12日，我院 15位党支部书记（委员）参加了市直卫生

健康系统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本次培训采取封闭式集中授课、交流研讨和党性教育基地

实地体验教学的模式，注重于支部工作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培训首先由市卫健委李丽同志作学习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蕴含丰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专题党课。就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

法的意义、内涵、处理复杂矛盾和棘手问题等方面进行深入讲

解及指导。随后中共威海市委党校王绍臣以《坚定理想信念 不

忘初心使命》为主题，充分阐明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重要意义，解读初心使命科学内涵，引导基层党支部书记

牢牢把握目标要求，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中共威海市委党校李

进成、柏颜春分别就《忏悔录启示》《全面加强从严治党》进

行专题培训辅导，以深厚的理论，具体的实例，丰富的材料，

生动的语言对职务犯罪的预防及全面加强从严治党意义进行了

深入剖析和详细地诠释。

研讨交流会上，行政后勤第一党支部书记殷积芳、外科第

四党支部书记王仁欣代表我院进行交流发言。两位书记分别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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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自身工作，从切实把学习教育收获的思想觉悟，转化为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行动自觉，不

断提高理论水平、思想素养、业务素质和领导能力，进一步认

识到加强基层党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基层党组织开展好主

题教育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上下联动、条块结合，示范引

领、典型带动，正风肃纪、减负纠偏，切实把主题教育覆盖到

支部每一名党员，推动主题教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

走，真正把基层组织建设成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团

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最后，培训班成员赴胶东育儿所和马石山十勇士纪念馆进

行实地教学。通过实地学习，经历了一次涤荡思想的作风锤炼，

回顾了胶东红色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重温入党誓词，为革命

烈士敬献鲜花并默哀。大家将这次研学之旅当做工作学习的新

起点，铭记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将对英雄先烈的缅怀、

敬仰之情内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

通过三天的授课以及学习研讨，使各党支部书记不但提高

了自身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到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重要意义，而且明确了目标任务和岗位职责，增强了带

领党支部全体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信心，再次精神补钙、思想充电。大家纷纷表示

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坚持问题导向，结合主题教育活动，精准解

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着力解决好群众在看病、就医

等方面的揪心事、烦心事、操心事，真正提高为民服务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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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行医为民的态度，立足本职工作落实主题教育内涵要求。

畅所欲言 共话服务

不忘“以病人为中心”的初心，牢记“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的使命，是乳腺甲状腺外一、二科全体医护人员临床工作的宗

旨。近日，乳腺甲状腺外一、二科召开了“如何改进临床护理服

务工作”的讨论会，护理部大外科护士长廉秀岩参加了本次讨论

会。

讨论会上，护理工作者们畅所欲言，共谋良策，有的总结

了临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的和大家分享了服务患者的小妙

招，有的结合自身实际工作，阐述工作服务理念。刘平护士首

先踊跃发言：我的服务理念是以笑待人，微笑接待患者、微笑

服务患者、微笑对患者进行解释，过程中我一直面带笑容，拉

近与患者之间的距离，若患者还是有问题无法解决，我上面还

有护士长在呢。幽默的话语让在座的大家哄然一笑。接着，张

莉讲道，在与患者沟通时，除了把疾病知识宣教到位，还需要

观察解决患者的主要需求，防止患者的不满萌芽。于英洁副护

士长分享了自己住院的亲身体会，从中总结了临床工作中的不

足。戚诗艺护士分享了工作中遇到的特殊患者，以及自己从中

获得的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变化，感谢患者让她得到成长。随后，

张丽霞护士长告诫大家：语言、药物、手术刀是医生的三大法

宝，在人文需求、服务需求逐渐提高的当下，护士工作中要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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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使用有温度的语言来解决患者需求。最后，廉秀岩护士长对

大家的积极发言给予了肯定，并总结道：“患者的满意度是检验

护理服务的唯一标准，在护理工作中，要有主动服务意识，从

患者的角度出发，体现人文关怀。”

护士们纷纷表示，从同事的发言中，学到了应对良策，今

后的护理工作中，要学以致用。乳腺甲状腺外一、二科以此次

讨论会为契机，将秉持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改进服务质量，

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

重温诗词经典，弘扬家国情怀
——润泽生命快乐天使读书沙龙第 77 期后记

今年 10月 1日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纪念日，举国上下洋

溢着一片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每一位中国人都为祖国日新月

异的发展壮大而深感骄傲与自豪，威海市立医院“我为祖国送祝

福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国庆节前夕，“润泽生命快乐天使”读书沙龙举办了一期“家

国情怀”的主题活动。来自脊柱骨病科的王金波护士长给大家分

享了从古至今、脍炙人口的十余首爱国主义诗词，从屈原的“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陆放翁的“位卑未敢忘忧

国”“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到秋瑾的“拼将十万

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让书友们体会到了历代文人志士的

爱国情怀是对国家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高度融



- 11 -

汇和系统集成。展开中国历代诗文的浩瀚长卷，我们读到的是

家国一体，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不读诗书无以言

志。紧接着来自肾病内科的周爱明又从修身齐家、科学教子、

勤俭持家、廉洁齐家四个方面阐述了良好家风的建设与传承。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如果每个家庭都能保持家风纯正，

其乐融融，那么民族自然就会兴旺，国家也会繁荣富强。

不同时代热爱祖国也有不同的表现：创造物质财富、精神

财富，捍卫民族尊严，为国争得荣誉，维护祖国统一，将民族

精神发扬光大等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普通公民，能

够立足岗位努力拼搏多做贡献，也是爱国主义的一种体现。最

后全体书友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高筑防线 不负韶华
——威海市立医院走进哈工大与青年女性谈自我保护

每年 9月 26日为世界避孕日。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纪念日，

旨在提高青年人的避孕意识，促进年轻人对自己的性行为与生

殖健康做出负责任的选择，提高安全避孕率，改善生殖健康教

育水平，从而促进年轻人的生殖健康和性健康。9月 28日晚七

点，公共卫生科组织我院授课经验丰富、沟通技巧纯熟、热衷

健康教育的产科孕妇学校负责人王敬荣主管护师前往哈工大

（威海），在明德楼 108教室，为青年学子讲授相关知识。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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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大一新生中的全部女生及部分男生，饶有兴趣地参加了这特

殊的一课。

王敬荣精心准备了《高筑防线 不负韶华——与青年女性谈

自我保护》的课件，带领同学们进入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首先用四个问题启发大家对生命与死亡、疾病与健康的思考，

然后用她二十多年临床工作中的典型病例引发同学们的警惕与

重视，接下来进入正题，从“广积粮”、“高筑墙”、“缓生娃”三个

方面，讲授性心理与权利、性伴侣选择、安全性行为、危险性

行为、妇科病预防、生育动机、正确避孕、妊娠生理等相关知

识。课堂气氛活跃、互动热烈。原定一个小时的课程，一个半

小时后在同学们的阵阵掌声与意犹未尽中结束。

临床医护人员发挥专业特长的地方，不但有门诊、病房，

还有社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所有群众有需求的地

方，都是我们的阵地。今后我们应该寻求更多这样的机会、参

与这样的活动，做精致医疗、建设健康中国。

（本期责任编辑：杨雪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