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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馨艺 张敏 赵天予

记者获悉，为进一步方便广大居民发

热就诊需求，浦东新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扩点布局，增能提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发热门诊（哨点）诊室全部扩容，社区卫生

服务站、村卫生室全部设置“发热诊疗区

域”，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发热诊疗服务实

现全覆盖。浦东新区 47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及下设社区卫生服务分中心、社区卫

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共设有发热门诊

（哨点）诊室、临时发热诊疗区 638间，自

12月 19日起全部对外开放。所有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及分中心的发热诊室周末也

提供接诊服务。

居民如出现发热等症状时，可第一

时间选择到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

诊，全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向社会

公布 24小时健康服务咨询热线。昨日，

本报记者分赴川沙新镇、金杨新村街道、

北蔡镇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实地

走访。

川沙新镇

发热患者“家门口”就诊

在川沙新镇，镇域内三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与一个分中心都已设置了发热门

诊，其余站点和村卫生室也都设置了临时

发热留置点，方便发热患者在“家门口”就

诊。昨日上午，陆续有患者来到川沙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求医问诊。中心的发热门

诊由非机动车车棚改建而成，设置了专用

出入口，与中心其他空间隔开。川沙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业务副主任奚斌介绍，目前

中心设置了两道预检，第一道在中心大门

口，由医务人员值守，对入院患者进行测

温与流调，如患者有发热情况，会安排专

人引导至发热门诊就诊。而在门诊大厅

入口则是第二道预检环节，工作人员会再

次对患者进行体温甄别。

在发热门诊内，中心设置了挂号区、

接诊区与候诊区，并配备了一医一护，由

护士负责挂号、配药，医生负责诊疗，实现

了挂号、配药、诊疗一站式服务。

市民何先生这几天体温异常，出现发

热症状，昨日专程来中心看病配药。他表

示，“这边很方便，人也少，看病过程很

快。我在这里挂号、就诊，等了一会儿，药

就送到手上了。”奚斌表示，最近三天，镇

域内四个发热诊室的就诊患者维持在每

天 150人次左右，平均每个人就诊时间在

10至 15分钟，总体来说比较高效。“大家

关心的药品问题，主要是解热镇痛类药物

比较紧缺，中心已加强药品采购，同时采

取了拆零使用，努力满足更多患者需求。”

除了四个发热诊室外，川沙新镇镇域

内 2个站点和 18个村卫生室还设置了临

时发热留置点，方便居民就近求医。此

外，川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为签约患者

进行短信推送，同时通过网络平台公布了

一条24小时热线咨询电话，引导轻症感染

者来到社区或就近就诊。

奚斌表示，前期，中心已对辖区内老

年人、孕产妇、新生儿、放化疗患者、血透

患者等重点人群进行风险评估，建立了重

点人群档案。中心的家庭医生团队也与

居村委保持联系，居村委定期将居家治疗

的感染者信息推送给家庭医生团队，由家

庭医生进行电话随访。“特别是重点人群

出现一些紧急情况时，家庭医生会协助联

系医联体医院进行转诊。”

金杨新村街道

小小诊室“快接快处”

昨日 8点，“发热症状的请告知，到发

热哨点就诊”，随着一声声的提醒，到金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前来就诊的社区患者

在入口处快速分流。

在金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

诊室设置在诊疗区域之外，在中心正门入

口右侧，是一个独立区域，挂号、交费、取

药均可闭环完成。“中心已经对发热诊室

进行了扩容，目前诊室有两间，尽可能满

足社区发热患者的需求。”金杨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副主任忻玉荣介绍。

发热患者挂号后，会检测抗原、血氧

饱和度。医生结合患者实际症状开出处

方。患者交费后，即可领药回家。8点至

上午11点，发热诊室接待患者约50人次，

基本上都是新冠轻症患者，普遍症状表现

为发热、流涕、嗓子疼等。

“目前，三甲等综合性医院患者流量

压力都比较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完

全能够对患者进行一个基础甄别，同时我

们能解决配药等问题，等候时间也不用很

长。发热患者有就医需求，可以先来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进行问诊。”忻玉荣说。

事实上，大部分患者来医院的主要诉

求是配药。金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房

有解热镇痛药物可以提供给发热患者，还

有一些中成药可以止咳、祛痰、化痰。同

时，中心有中医药协定方，也适用于新冠

防感染以及后续一些治疗。

金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表示，社区患

者如果出现症状，可以第一时间与家庭医

生进行沟通，在医生指导下用药或者就医。

北蔡镇

药品供应能满足需求

“发热患者、新冠确诊患者请往右边

走，沿指示牌前往发热诊间就诊。”昨日早

上10点，位于莲园路271号的北蔡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入口处，几名护士正在引导前

来就诊的居民。

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建成3间发

热诊间，并根据就诊人流量动态调整开

放。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曹亚军

表示，考虑到发热患者就诊需求，中心与

北蔡镇政府汇报沟通后，在中心东北角一

块空地处，加紧建设了一处发热诊区，以

满足居民就近就诊、配药的需求。

发热诊区外观简单但功能齐全，预检

台、诊疗间、药房、补液室、收费处一应俱

全，还配备了一些检验设备，可以进行血

常规、尿常规等检测。“原本的发热哨点功

能以预检、转诊为主，发现可能感染新冠

的病人后，转诊至定点发热门诊就诊，现

在政策调整后，我们的发热诊区功能以诊

治为主，根据患者症状治疗、配药。”曹亚

军说。

20日、21日，来中心就诊的患者数量

明显增多，从之前每天 10人左右，上升至

百人左右，其中20日接诊80余名患者，21
日截至下午 4 点 15 分，已接诊患者 136
人。不过，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物储

备工作开展得较早，药品供应较为充足。

“一方面我们提前做了药物储备；另

一方面现在我们对药物严格把控，严格根

据适应症开药，确保已经出现发热、疼痛

等症状的患者能够开到药，把好钢用在刀

刃上。”曹亚军透露，以目前的数据来看，

中心药物供给可以保证10天以上，之后随

着就医高峰过去、药物产能提升，药物也

能够得到及时补给。

此外，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进

一步畅通与居村委、家庭医生的联络渠

道。居家治疗的阳性患者有需求可以通

过居村委，获得家庭医生的联系方式，由

家庭医生评估病症程度。重症患者可以

转诊至医联体上级医院治疗，轻症患者则

可以自行前往中心，或在志愿者的帮助下

配药。

本报讯（记者 章磊）昨日，浦东新区

召开会议，就全区2023年元旦春节帮困送

温暖工作作出部署。2023年元旦春节帮

困送温暖活动在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同

时，将注重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在活动中弘

扬公益精神，引领社会风尚，统筹各方资

源，积极推进完善双向认领工作机制，不断

营造“弱有众扶”的社会氛围。

依据会议明确的工作方案，2023年元

旦春节期间全区帮困送温暖活动预计覆

盖对象约 68 万人次。其中，民政部门将

对重残无业人员等民政定期定量补助对

象、农村低保户中的不可扶对象、特困供

养人员等进行节日补助，对低保家庭（不

含上述享受“特殊对象节日补助”的人员）

和享受支出型贫困生活救助的家庭进行

节日补助，同时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救

助行动，确保流浪乞讨人员安全度过寒冬

季节。

新区退役军人部门将对享受国家抚恤

补助的重点优抚对象（含农村籍退役士兵）

发放节日补助等。区地区工作党委、区人

社局（医保局）、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联、

区侨联、区残联、区红十字会、上海市慈善

基金会浦东新区代表处、上海市老年基金

会浦东新区代表处等单位和各街镇，也将

分别对困难失业人员、大重病人员、困难职

工、困难青少年、困难妇女、困难残疾人、困

难老人等对象开展节日帮困活动。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深化落实“人民至上”重要理念，立

足浦东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

新定位，完善精准救助机制，兜牢基本民生

保障底线，扎实做好元旦春节期间帮困送

温暖工作，强化组织领导、加强精准帮扶、

做好群众工作、把握时间节点，始终坚持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以满足困难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倾听民意、了解

需求、宣传政策、传递温暖，切实把党和政

府的温暖送到每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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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设置在诊疗区域之外。□本报记者 朱浩波 摄

浦东638间社区发热诊室全部启用
发热诊疗服务全覆盖 便利居民就近就医

本报讯（记者 黄静）昨日下午，市政

府副秘书长、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伟带

队深入集贸市场、建设工地、药店，实地检

查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和物资保供工作。

区领导一行首先来到陈春东路上的

鹏海菜市场。这是一家标准化菜市场，经

营面积约 1500 平方米，共有 68 个摊位。

在市场内，区领导一路巡视，详细了解摊

位的售卖品种、价格、销量等情况，尤其关

心平价菜柜的经营情况，嘱咐经营户要将

这一民生实事办实办好。杭迎伟表示，市

场管理单位要抓好疫情防控、保供、安全

生产等工作，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要密切

监测市场供需和价格动态，做好保供稳价

工作，守护好市民的“菜篮子”。

位于北蔡镇南部的陆家嘴御桥 03B-
03地块项目正在火热建设中，预计于2024
年 5月竣工备案。区领导来到现场，实地

察看了解工地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工作的

情况，并向坚守岗位的建设者们表示慰

问。杭迎伟指出，建设单位要认真落实新

阶段疫情防控各项举措，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完善安全生产管理机制，坚持安

全文明施工，通过科学有序的组织管理，

有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区领导一行还走进位于北艾路的华

氏大药房南新分店，仔细察看店内退热镇

痛等药品及体温计、消毒用品等防疫物资

的储备情况。在向药店负责人和前来购

药的市民了解药品供应情况后，杭迎伟表

示，药店是此轮疫情防控非常关键的一

环，相关企业要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克

服各种困难，想方设法满足市民购药需

求，为市民提供专业的购药服务。同时，

相关部门要积极协调保供，保持价格稳

定，努力保障重点人群、基层群众。

杭迎伟检查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和物资保供工作

全力抓好疫情防控 守好“菜篮子”“药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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