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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邓惠文 李玉梅

新闻背景： 9 月 16 日至 17 日，全国妇幼保健医疗技术促
进工程暨广西桂林市妇幼保健院第三届妇科内分泌与妇科常见
病培训班在碧玉国际大酒店召开。本次培训由中国妇幼保健协
会妇科内分泌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妇科内分泌培训专业委员
会、杏霖妇科内分泌研究院和实用妇科内分泌杂志联合主办，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承办，参会人数达 350 多人。大会邀请了多
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作专题授课，与会专家围绕着妇科内分泌
与妇科常见疾病，多层次、多角度讲解了相关基础知识、诊治
规范和国内外研究进展，为妇产科医师的临床诊治提供新思
路、新方法。

近年来，市妇幼保健院一直致力于加快推进妇科内分泌学
科发展，不断提升妇科内分泌与妇科常见病的诊疗水平，为我
市妇女健康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全国妇幼保健医疗技术促进工程助力桂林医务人

员提升水平

据了解，全国妇幼保健医疗技术促进工程(妇科内分泌与
妇科常见病培训全国行)旨在普及妇科内分泌与妇科常见病知
识，提高本领域医务人员的规范化诊疗及研究水平，推进我国
妇女健康事业发展。市妇幼保健院作为我市唯一的妇科内分泌
与妇科常见病培训基地，已经连续 3 年成功承办这一培训活
动，邀请国内长期从事该领域临床、保健与研究工作的知名专
家进行专题讲座，同时就专题内容开展互动研讨和病例剖析。
其内容丰富新颖、立足临床、实用性强， 3 年来 1000 多名临
床医务人员受惠。

作为培训基地， 2015 年、 2016 年，市妇幼保健院连续
两年被中国妇幼保健协会评为全国妇幼保健医疗技术促进工程
先进基地； 2016 年，医院副院长王珂荣获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妇科内分泌研究院颁发的全国优秀科普讲者，妇女保健科主
任、副主任医师谢玉梅被评为优秀个人。这不仅是中国妇幼保
健协会对我市妇幼保健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标志着市妇幼保健
院妇科内分泌及常见病诊疗水平已走在全国前列。

王珂表示，今后，医院将以开展全国妇幼保健医疗技术促
进工程为契机，进一步深入开展妇科内分泌与妇科常见病的研
究与推广工作，促进桂林、广西妇科内分泌学科加快发展，助
力妇科诊疗技术不断迈上新台阶。

“1+N ”全国基层妇产科医师培训工程推动区

域医疗共同发展

为深入贯彻落实 2016 年全国卫生和健康大会会议精神，
进一步促进妇科内分泌与常见病知识的普及，推广人才梯队的
管理及教学， 3 月，由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主办的“ 1+N ”全
国基层妇产科医师培训工程在北京拉开序幕。 6 月 10 日，桂
林基地首站活动在全州县妇幼保健院正式启动。

王珂介绍，“ 1+N ”项目是通过 1 个基地和基地所在区

域内的 N 个基层医疗机构共同组成的帮扶模式，建立有连续
性、针对性、系统化、目标化的妇科内分泌专业医生培训系
统，推广普及妇科内分泌及常见疾病知识，加强妇科内分泌人
才梯队的管理及教学，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女性健康
素养及水平。为使该工程迅速落地实施，切实起到提升基层医
疗服务能力，提高群众就医获得感的目的，医院抓住契机成立
我市“ 1+N ”基层医疗机构帮扶培训对象。目前，该项工程
已陆续进入全州县、阳朔县、资源县和龙胜各族自治县，从而
真正实现“健康中国，多方共建，全民共享”。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过去，我市妇科内分泌发展相对滞
后，许多医院缺乏专业的妇科内分泌医师，尤其是基层医院对
于妇科内分泌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存在诸多不合理、不规范的地
方，从而导致很多疾病得不到及时的诊断和正确的治疗。

目前，全国已有 33 家“ 1 ”基地， 213 家“ N ”基地；
广西地区有 3 家“ 1 ”基地， 18 家“ N ”基地。为使该工程
迅速落地实施，市妇幼保健院结合工作实际，根据培训工程的
安排，从 6 月至 12 月，在全市各“ N ”基地开展巡回培训工
作，充分发挥该院妇科内分泌专科优势，开展妇科内分泌常见
病、多发病的系统医学培训工作，共同提高我市妇科内分泌相
关疾病的诊治水平，使我市妇科内分泌学科向更广度、更深度

发展，进而更好地守护女性健康，推动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发展内分泌业务，帮助更多女性患者恢复健康

在帮扶基层医疗单位加快发展的同时，市妇幼保健院也
不断提高自身业务能力，成立了青春期门诊，重点解决青春
期月经紊乱、性早熟等青春期常见问题。

青春期“闹腾”，更年期“折腾”。随着人口老龄化加
速，围绝经期人口数量逐年增加。谢玉梅介绍，围绝经期是
指妇女绝经前后的一段时期(从 45 岁左右开始至停经后 12
个月内的时期)，包括从接近绝经出现与绝经有关的内分
泌、生物学和临床特征起至最后 1 次月经后 1 年，一般为 2
至 8 年。在此期间，妇女由于性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会
出现月经紊乱、潮热、盗汗、心悸、眩晕、头痛、失眠、激
动易怒或情绪低落、抑郁、排尿困难等百余种症状，持续的
时间和严重程度因人而异，严重影响着女性生活质量。围绝
经期的度过顺利与否，直接关系到妇女绝经后及老年期健
康，并与心血管病变、骨质疏松等疾病密切相关。

更年期虽是女性正常生理过程，但也是女性一生中的多
事之秋。通过科学保健，帮助妇女顺利度过这一时期，减少

相关疾病，进入健康的老年期显得格外重要。为此，市妇幼
保健院妇女保健科扩大了更年期门诊业务范围，进行性激
素、盆底功能、骨密度等检查以及激素补充和盆底康复等治
疗，由专家穿插讲授围绝经期的饮食营养、盆底康复、乳腺
保健，进行必要的运动指导。此外，市妇幼保健院还多次组
织“她健康·家幸福”大型公益女性科普宣传活动，并以更
年期讲座及科普小品的形式深入企业、社区，让更多更年期
女性知道困扰她们的各种症状是可以通过激素补充改善的。

近年来，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还派出多名医师到北
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湘雅医院、中山大学孙逸
仙纪念医院进修妇科内分泌及盆底重建手术，长期与上述医
院专家教授合作，保证诊疗质量。自更年期门诊开诊以来，
经过医生悉心治疗，已有上千名患者恢复健康，明显改善了
她们的生活质量。

“妇科内分泌贯穿女性一生，与妇科疾病密不可分。随
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以及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妇女对生命
质量与健康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王珂表示，医院将继续
致力于提高内分泌临床诊疗水平，确保全市妇女享有均等化
的公共卫生服务，拥有健康人生。

(图片由桂林市妇幼保健院妇科提供)

守护女性健康 我们一直在努力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内分泌学科发展综述

▲“1+N ”全国基层妇产科医师培训工程已陆续进
入全州县、阳朔县、资源县和龙胜各族自治县。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荣获 2016 年度“全国妇幼保健医
疗技术促进工程先进基地”。

▲全国妇幼保健医疗技术促进工程暨广西桂林市妇幼保健院第三届妇科内分
泌与妇科常见病培训班圆满闭幕。图为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团队。

遗失声明

▲象山区保亮工艺品店遗失公章一枚，
印章全称：象山区保亮工艺品店，印章
编号： 4 5 0 3 0 0 0 6 1 9 5 9 0 ，声明作
废。
▲黄秋妹、钟德达遗失坐落在恭城县滨江
苑(陈阳商住楼 2#)1-1-4-4 号房屋的房
屋不动产权证，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桂
(2017)恭城县不动产权第 0000177 号，
声明作废。
▲象山区艺晨服饰经营部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为： J6170005016501 ，
声明作废。
▲王坚遗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
院学生证，学号为： 1454200319 ，声明
作废。
▲余梦洁遗失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生
证，学号： 20160205W0137 ，声明作
废。

▲韦辉华遗失广西外国语学院毕业证，证
书编号： 138301201206000093 ，声明
作废。
▲龙庆洋遗失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生证，
学号： 2015040070121 ，声明作废。
▲梁懿铭、汤婕、陈虹先、曾林、荆江遗
失税收通用完税证，编号： 8922907-
8922911 ，房屋地址：七星区漓江路 28
号桂林中软现代城 4#8-1 号，特此声
明。
▲李光美遗失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
生证，学号： 20160812110 ，声明作
废。
▲蒋带姣遗失由桂林市鹏程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的鹏程·金色城市 6 幢 1 单元
1-4-3 号房的广西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张，发票代码： 4500154350 ，发票号
码： 02819001 ，声明作废。
▲刘祖林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为： 4503260011000811 ，声明作
废。

▲蒋文军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档案号
为： 45030000007467 ，声明作废。
▲朱铭洁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档案号
为： 45030000007346 ，声明作废。
▲ 邓 燕 琼 遗 失 失 业 证 ， 证 号 ：
4503991708214 ，声明作废。
▲桂林真龙国际汽车博览园二手车交易
市场有限公司遗失发票专用章准刻入网
证，编号为： 4503222001933 ，声明作
废。

公 告

本公司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
权人、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桂林市荣尚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居民身份证遗失声明

▲卢付久 45030419640917101X

龙胜县顺达石材开发有限公

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发生股东

股权转让。凡与本公司有债权债

务关系的自然人和法人，请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持有效债

权凭证至公告的地点申报债权。

地点：龙胜各族自治县三门

镇鸡爪村沙岭三组

联系人：林剑鹏

电话： 13737375788

龙胜县顺达石材开发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25 日

债权申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要求，现将我局拟批秀峰区经济建设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桂林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的《桂林市桃花江社会福利养老院
（含停车场）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予以公示（详见规划局一楼公示栏和公示网
站）；

该项目位于桃花江路公鸡山以北。规划范围 35205 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
45327 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 35205 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 10122 平方米（分
别是架空公共停车 4135 平方米，地下公共停车场 5987 平方米）]，容积率 1 . 0 ，建
筑密度 23 . 7% ，机动车停车位 308 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800 个。

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如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将意见(署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方
式)于公示期内送达临桂区西城中路 69 号创业大厦西辅楼桂林市政务中心三楼桂林
市规划局窗口(联系电话： 5812513)，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依法享有要求听证的权
利。

公示期限：自公示刊登日起，至顺延满 30 日止

公示网址： www.glghj.gov.cn
桂林市规划局

2017 年 9 月 21 日

公 示

□本报记者文新军 通讯员唐王存 廖秀春

在恭城瑶族自治县，贫困群众在家里只要用
手机点开县检察院网站，就可以查询到自己在扶
贫行动中应该享受的资金及其他方面的扶助情
况……

过去，信息不对称是扶贫工作的“老问
题”。由于扶贫信息公示程度不够、监管机制不
完善、宣传路径单一等问题，扶贫领域的腐败问
题时有发生，也造成群众涉农上访事件较多，干
群关系紧张。面对这些“老问题”，恭城检察院
积极探索，主动作为，将大数据与检察院的反腐
预防监督功能相结合，开出了一副“大数据+预
防”模式的“新药方”，为护航瑶乡贫困群众脱

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打破壁垒构建“大数据”信息中心

“扶贫资金的管理分散在各个部门，管理存
在着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的问题，这不仅不利于
管理，也容易出现职务犯罪的苗头。”

2016 年 3 月，恭城瑶族自治县检察院按照
上级领导机关的要求和部署，主动开展调研，走
访了全县 9 个乡镇 30 多个贫困村 500 余户村
民，并向 15 个涉农管理部门发送了协查函 22
份，收集到了产业、金额等扶贫信息 10 个门类
25 个子项，形成了预防调查 7 份，摸清了全县
扶贫信息数据的底数。同时，该院还向县委、县
政府汇报相关情况，推动县委、县政府出台《关
于在全县扶贫开发领域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
实施方案》，成立了县委书记、县长为组长的专
项预防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县政府将检察机关
“精准预防”纳入到全县整体工作中，为“大数
据”信息中心的构建搭好了平台。

作为全县专项预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之
一，县检察院还主动与其他成员单位取得联系，
通过联席会、座谈会等形式加强联系沟通，建立
了信息互通渠道，完善了数据报备制度，形成了
县检察院与涉农管理部门之间的常态化联络机

制，打破了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的壁垒。在县委
的有力推动下，恭城检察院联合 30 多个县直部
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与县扶贫办等相关扶贫部
门、涉农单位对接，使信息台账实现了互联对
接、平台共享。通过成立“恭城瑶族自治县惠农
扶贫大数据信息中心”，将全县产业建设扶贫、
金融扶贫、社会扶贫等 10 大门类、 25 个小项
的扶贫信息由多头分散向统筹集中转变，共涉及
全县 53 个贫困村、 22386 个贫困人口，实现了
对全县贫困人口数量、区域分布、扶贫项目清单
和扶贫资金安排等基础数据的全面掌握和跟踪监
督，动态把控扶贫资金流向，提升监督力度。

“两室一站”实现与群众“零距离”沟通

贫困群众除了用手机可以查询自己的相关扶
贫信息外，如果对自己应该享受的国家惠农政策
有疑问，还可到设置在村委（社区）的检察服务
站扶贫信息查询台查询。如果发现问题，可以及
时将情况反映举报给检察服务站。

“群众反映的每一条线索，检察服务站都会
移交给办案部门。每一条线索，我们都会给出回
复。”县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局负责人表示，检
察服务站是一个监督平台，要让老百姓对惠农政
策明明白白，让基层干部做人行事清清白白。

建立村委（社区）的检察服务站，这是该院
延伸检察触角，确保惠农扶贫大数据信息中心的
数据实时更新的需要，也是检察机关拉近与群众
的距离，打通检察机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的需要。

惠农扶贫大数据信息中心建起来后，如何让
其“活起来”？恭城检察院积极开展“两室一
站”建设，即在乡镇设立乡镇“检察联络室”、
涉农部门设立部门“检察联络室”、村（社区）
设立村（社区）“检察服务站”。目前，恭城每
个涉农部门、乡镇都设立检察联络室，每个村设
立检察服务站，并聘请了县人大代表、乡镇纪委
人员作为预防联络员，构建起县、乡镇、村（社
区）三级平台前沿阵地的“信息收集、接收
塔”。每个月 5 日，涉农部门、乡镇、村（社
区）向对应的检察联络室（检察服务站）报备惠
农扶贫信息变动情况，以实现信息互通、共享，
确保信息动态管理。与此同时，针对惠农扶贫信
息，做到涉农部门向乡镇公开、乡镇政府向各村
公开、村委向全体村民公开，实现“三级公开”
增强惠农扶贫工作的透明度。

通过“两室一站”的建立及“三级公开、三级报
备”等制度，确保了该县惠农扶贫大数据的真实可
靠，县检察机关精准掌握了 2016 年以来发放的
民政低保类资金 4628 万元、产业扶持资金 2577

万元、小额扶贫资金 1 . 25 亿元等资金发放使
用情况，真正实现对全县贫困人口数量、区域分
布、扶贫项目清单和扶贫资金安排等基础数据
的全面掌握和跟踪监督，从而使预防职务犯罪
工作真正深入到精准扶贫工作的各个环节。

“大数据”助力精准预防和打击

2016 年 12 月 23 日，恭城检察院对西岭
镇营盘村委原主任陈某某、书记刘某某、副主
任张某某提起公诉。这起案件得到查处，就是
通过大数据动态资金信息，发现西岭镇营盘村
实际拨付的道路硬化资金与村民反映的资金落
实情况不符，从而取得村委整个班子截留扶贫
建设资金的案件线索。

“大数据应用技术”是智慧侦查、信息化侦
查的一个突破口，牵住了侦查的“牛鼻子”。同
时，“大数据”也很好地梳理出职务犯罪的风险
点，及时统筹相关措施，有效提升监督的精准
度。该县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局负责人表示，
通过大数据跟踪监督，全县已获取案件线索
11 条，立案侦查扶贫领域案件 7 件 7 人。

“干部有没有克扣我们的扶贫款，上网一
查就知道了，非常方便。有了这个系统之后，村
干部也不敢乱来了。”谈起“大数据”发挥的作
用，西岭镇营盘村一位村民十分满意。“通过创
新‘互联网+扶贫+预防’工作模式，实现‘掌上
扶贫、掌上预防’，干部与群众实现了零距离沟
通，节约了群众获取信息的成本，提高了干部的
责任意识，也贯通了党委政府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恭城瑶族自治县检察院检察长陈路
表示，县检察院将继续钻研和创新，不断完善
“大数据+预防”的工作模式，拓展信息化预
防的思路，为制度化反腐找到一条好路子。

用“新药方”医治“老问题”

恭城检察院“大数据+预防”护航瑶乡脱贫

廉洁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