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6月28日 星期五

T10http : //cs . voc . com . cn

说到“就近就医”， 阿弥岭社
区的刘大爷深有体会。 因为上了
年纪，身体又不太好，这些年刘大
爷只要一有个头疼脑热的都会去
离家近的德雅医院看病， 虽说德
雅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 但医保
一样能享受， 而且医护人员服务
态度更好，刘大爷觉得，与其在大
医院挂号、排队、看专家门诊凑热
闹， 还不如就近就医来得方便省
事。

为方便居民就诊， 德雅医院
开展了预约诊疗服务， 医院各专
科及其它普通门诊实施预约就诊
制度。 病人挂一个号就能够看多
个科室的医生。 医院结合病人管
理和随访建立预约，通过电话、短
信、网络、门诊窗口、医护工作站、
基层转诊等形式提供预约， 大大
缩短了挂号时间， 并实现了全天
24小时无限制挂号。

针对某一病种， 德雅医院制
定出医务人员必须遵循的诊疗模
式， 使患者从入院到出院依照该
模式接受检查、手术等医疗服务，
从而保证患者所接受的治疗项目

精细化、标准化、程序化。 该院全
面推进临床路径工作， 制定标准
化、规范化的治疗方案，在保证诊
治准确的前提下， 实现了诊疗过
程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德雅医院为了方便患者出院
时报销结算，还建立了咨询、住院
登记、费用审核、出院结算为一体
的“一站式”医保服务专柜，消除了
以往分散式办公给患者带来的麻
烦，从而使患者咨询、结算更加方
便、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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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科

德雅医院内科发展的思路很
明确———中西医结合， 快速恢复
老年病患者的健康，与“中西医并
重”相得益彰。

这里拥有一支医术精湛的专
家团队， 对老年性支气管炎、肺
炎、哮喘、支气管扩张、急慢性肠
炎、消化道溃疡、食道炎、胆囊炎、
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甲亢、糖
尿病、 各种泌尿系结石、 前列腺

炎、 附睾炎等多系统疾病以及各
种内科疑难杂症。

医院对危重老年患者的抢救
成功率已达到了 90%以上， 受到
各族老年患者的好评和赞扬。

2�妇科

拥有美国 GE 彩超、 真彩数
码电子阴道镜、 德国诺道夫宫腹
腔镜、利普 刀等一系列全套领先
设备。 资深妇科医师在治疗方法

上因人而异，开展了微波疗法、平
衡免疫疗法、微创技 术及中西医
结合疗法， 合理有效的诊疗让您
远离妇科疾病的困扰。

在早孕、痛经、闭经、月经不
调、盆腔炎、附件炎、阴道炎、宫颈
炎、 宫颈糜烂等妇科疾病上有深
入研究。

3�不孕科
在省内外生殖疾病治疗领域

享有很高的声誉。十多年来，通过
临床实践摸索出了一套科学系统
的治疗方案， 如人工受精技术和
开展的宫、 腹腔镜手术诊疗等高
科技治疗不孕不育。十多年来，医
院在广大 的不孕不育患者及家
属中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特色治疗多囊卵巢综合症、
高泌乳素血症、 排卵阻碍等内分
泌引起的不孕；支原体、衣原体感
染、淋球菌感染、妇科炎症等其他
免疫性引起的不孕； 中西医结合
治疗不孕不育症

4�外科

以实力打造“微创技术”专业品
牌，以其强大的专家阵容，先进的仪
器设备，丰富的诊疗经验为依托，在
适宜手术的时间开展微创手术。

开展项目： 胆囊结石、 肾结
石、输尿管结石、阑尾炎、淋巴清
扫、腹外疝、结肠、直肠、胰腺、甲
状腺等普外手术肛痿、肛周脓肿、
直肠息肉等肛肠疾病手术； 子宫
肌瘤、卵巢囊肿、宫腔息肉、子宫
纵膈等妇科手术。

长沙离退休医务工作者协会、长沙离退休医协医院

电网建设紧盯地方经济增长点
重点工程落到哪里， 变电站就建
到哪里

经过多年发展， 长沙经济已
形成民营经济和国家投资齐头并
进的全新格局。 如何为长沙的经
济发展和招商引资营造良好的环
境？ 长沙电业局努力探索国内先
进水平供电局的建设和管理模
式，紧盯地方经济增长点，重点工
程落到哪里，变电站就建到哪里。

四年来， 长沙电业局共完成
电网基建投资约 51.84 亿元，完
成武广高铁专变、榔梨、楚沩、延
农、 浦沅、 余家湾、 月塘等一批
220 千伏变电站建设。 长沙电业
局在长沙电网负荷、 电量屡创新
高大幅增长的情况下， 取得了每
年迎峰度夏和重大会议、 节庆保
电的重大胜利， 为保障长沙市民
的生产生活用电特别是保障重点
项目的开发建设用电交上了一份
出色的答卷。

今年， 长沙电网建设计划完
成投资 11.44 亿元， 新、 扩建 28
个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9 个 35
千伏输变电工程。 这些输变电工
程建成后， 将打通长沙电网目前
存在的一些电力输送卡口， 为长
沙的经济发展、 居民生活输送强

劲的电能。同时，电力部门将大力
推进农村电网改造， 增加县城供
电台区的变压器布点， 对 210 个
行政村配电网进行升级改造，让
农民用电更舒心。

打造智能电网体系
科技创新让智能电网服务无处不在

用手机就能查看家里用电情
况， 不到营业厅排队即可缴纳电
费， 在办公室就可遥控家用电器
……类似这样智能化的生活，已
走进长沙普通百姓家庭。

今年 3 月 13 日， 国家电网公
司正式启动天津城南、山东济南、
浙江杭州、福建厦门、湖南长沙、
重庆市区等 6 个地区的配电网示
范工程建设试点工作。 在 6 个示
范工程建设单位中， 长沙配电网
的基础最为薄弱，相当于要在‘一
张白纸’上打造一个智能电网。 面
对困难， 长沙电业局精心编制了
59 次网架改造施工方案和 150 公
里光缆通道试通疏通方案。经过 7
个月的顽强拼搏， 长沙市配电网
示范工程完美落幕， 成为中部大
地第一个能够发挥城市新型配电
网建设示范作用的典范。

长沙电业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 智能电网作为一种高科技的
新型电网将逐渐取代传统电网，
让百姓享受更加安全、便捷、舒适
的电力服务。

现阶段， 长沙已建成省级智
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和地区
电网运行集中监控系统并投入运
行；银行代收、网络自助、电话语
音、 电费充值卡等新型缴费方式
陆续启用； 率先推行的电力需求
侧管理通过峰谷分时电价、 负荷
控制系统等经济技术手段实现有
序可靠供电。 智能电网项目的建
成和投运， 进一步提升了电网设
备智能化水平， 更好地保障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

加大电网投资
缓解用电“卡脖子”问题

只有提升电网的承载能力，
才能保证电力输送到千家万户
和工厂企业。

2009 年以来，长沙电网最大
负荷从 295.3 万千 瓦上 升 至
413.9 万 千 瓦 ， 年 均 增 速 达
10.7%； 年用电量从 135.36 亿千
瓦时上升至 200.4 亿千瓦时，年
均增速达 13.8%。

在如此大的电力需求面前，
电网的负荷能力至关重要。

长沙电业局确定了明确的
投资建设计划：2009-2013 年长
沙供电公司完成电网建设投资
51.84 亿元。110 千伏及 35 千伏
输变电工程共投产 71 个项目，
新增变电容量 228.17 万千伏
安，新增线路 357.7 公里；城市
配电网共完成 377 个项目，新
建 10 千伏电缆线路 551.5 公
里，架空线路 235.4 公里，新增
变压器 474 台； 农网改造升级
工程共完成 1460 个项目，新
建、 改造 10 千伏线路 2725 公
里； 新增 、 改造配电变压器
5003 台 ，新建、改造低压线路
14491 公里，“一户一表” 改造
30.69 万户。单独二次项目共新
建 63 个光纤通信站；新敷设光
缆 673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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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电网建设提速护航经济民生

长沙德雅医院便民惠民措施落到实处

5 月 26 日， 中共长沙市委
书记易炼红在浏阳调研时强调，
电力是经济的基础与血脉， 在长
沙未来发展中将起到重要作用，
要进一步加强长沙电网建设，为
长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电
力保障。

如何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
求？一直以来，长沙电业局秉持着
湖南人务实的风格， 在默默耕耘
中， 电网建设已然驶上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