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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慢病患者反映挂多个科室才能开全药

北京

民生 A07

卫计委出台补充通知——
—

专科医师可酌情跨科开处方
北京晨报讯（记者 徐晶晶）

医改新政实施近两周以来，陆
续有患者反映，目前在大医院
跨科室开药很不方便，有些慢
病患者要开的药需要挂两至三
个科室的号才能开全。针对这
一问题，日前，市卫计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为平衡患者用药安
全和就医需求，本市已出规定，
对连续治疗、病情无进展且不
需要调整治疗方案的患者，专
科医生可根据其病情需要，代
开其它专科药物。
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解释
说，跨科室开药的确存在一定的
用药风险，但患者在就医过程中
又确实有这样的需求，因此，经

过多轮验证和讨论，市卫计委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
工作的补充通知》。按照新规定，
专科医师开具非本专业疾病诊
疗处方时，应该具备三个条件：
其一是医师诊疗活动应以本专
业疾病为主，根据病情需要代开
其它专科药物为辅，并做好病历
记录。另外，院内信息系统可查
看其它专科医师对患者疾病诊
断和治疗方案的记录。此外，代
开其他专科的处方应属于目前
该疾病治疗过程的一部分，即为
连续治疗，病情无进展，不需要
调整包括药品、剂量、时间在内
的治疗方案。
此外，在一个诊疗单元内完

成的各项化验检查，患者持报告
结果请接诊医生解读的不再收取
医事服务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只看化验结果的情况下，医
生无法开出医嘱。如果看完化验
结果后还需制定治疗方案，那么
患者还需再挂号。
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出台补充规定的目的就在于强化
医院内部管理，优化就医流程，在
改善医疗服务、保证医疗质量和
安全的同时，尽可能地满足患者
的医疗服务需求。
新政出台后，医生在开药的
过程中，对于一些药物治疗方案
长期稳定且药品种类较为简单的
患者，专科医师可跨科开处方。

长安街25座地下通道将“
整容”

高招咨询会周日举办
近 30 所高校参与
北 京 晨 报 讯 由北京晨
报社、北京市第 171中学联
合主办的“2017年大型高招
咨询会”将于 4月 23日（本
周日）9时至 12时在 171中
学本部举行。届时，将有近 30
所本市及外省市高校招办负
责人到场接受咨询，面对面
指导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
自 2015年北京市高考招生
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来，北
京晨报社连年举办大型公益
高招咨询活动，累计服务考
生数万人，为指导考生、家长
精准填报高考志愿发挥了应
有的作用。
据悉，参加此次高招咨
询活动的既包括 部 属 211、
985高校，也包括市属高校
和 部 分 京 外 985高 校 ，以
满足不同层次考生的填报
咨询需求。为方便考生获
取第一手资料，届时主办
方还将在现场派发《高招咨
询会刊》，发布 20余所高校
的最新招生政策。

北京晨报讯 （记者 曹晶

周边无停车场请公交出行
拟参加咨询会高校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以实际到会学校名单为准）

荩清华大学
荩中国人民大学
荩北京师范大学
荩中国农业大学
荩中央财经大学
荩北京邮电大学
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荩北京建筑大学
荩北京印刷学院
荩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荩南开大学
荩四川大学
荩北京理工大学
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荩北京交通大学

荩北京化工大学
荩北京工业大学
荩北京科技大学
荩天津大学
荩首都师范大学
荩北京外国语大学
荩北京语言大学
荩中国政法大学
荩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荩外交学院
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荩天津财经大学
荩复旦大学
荩上海交通大学
荩香港中文大学

■晨报提醒

荩时间：4 月 23 日（周日）上午 9 时 -12 时
荩地点：北京市第 171 中学本部（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8 号）
荩乘车方式：地铁 13 号线柳芳站 A 口步行 400 米；地铁 5 号线和
平里北街 B 口步行 1000 米。
荩温馨提示：现场无停车位，请公交出行。

通道的景观提升改造。
昨天，北京晨报记者在西
单附近一地铁过街通道看到，
该通道在设计元素上沿用了
长安街景观提升导则中的祥
云花纹、金属板颜色以及樱
花红石材。
据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线
地下通道出入口墙面统一为
樱花红花岗岩，台阶统一为
灰色花岗岩，通道口设“汉白
玉”牌匾；通道门厅入口设置
金属框条，色调为金色，表面
装饰浮云，采用喷涂氟碳漆防
腐；通道内采用暖色调的装修
风格，墙面干挂大理石石材，
通道中央西墙设置“金镶玉”
牌匾，东墙设置“标志建筑”金
色金属浮雕。通道照明则均采
用节能灯具，不仅实用而且寿
命较长。
在无障碍设施方面，将对
宽度大于 4米梯道，取消边坡
道，改为中间坡道。通道的顶
部、底部及出入口、通道内都
将增设盲道，即便栏杆扶手端
部也会增设盲文铭牌。
通讯员 张可为 / 摄

本市新增一例 H7N9 病例

11 家市属公园“皇家礼物”齐亮相

来源不明家禽将重点监测排查

北京晨报讯 （首席记者 崔

红）印有皇后礼服图案的围裙，
时
刻提醒您，即便天天在家做饭，您
也是江山稳固的“东宫娘娘”；红
顶官帽造型的杯盖，黄旗礼服造
型的杯身，一个茶杯就是一个七
品的官服；小小便笺上的图案竟
然来自清代画家蒋廷锡的《活色
生香册页》；百鸟朝凤冰箱贴取
材自清朝画家余■所绘《花鸟图
册》……即日起，包含所有市属
公园在内的特色文创“全家福”在
北京植物园亮相（见图），您可以
“让我们荡起双桨”八音盒、北京动
一睹“皇家礼物”的风采。
眼下，植物园内的郁金香正 物园熊猫小方巾、香山公园枫叶
值最佳观赏期。与郁金香花海相 毛衣针和书签、玉渊潭公园的樱
映衬的，是临近公园月季园“皇家 花冰激凌、北京植物园的桃花手
礼物品牌专卖店”聚集的超高人 机壳、景山公园牡丹手工靠垫等。
同时，陶然亭公园也正在开
气。近 90平方米的店内，汇集了
市属 11家公园 237类、3000余 展“市属公园文创产品联展”活
件文化创意礼品。包括北海公园 动，展出北京市属公园及园博馆

昨天，北京晨报记者从市
交通委路政局获悉，5月底长
安街建国门至复兴门的 25座
人行过街地下通道将全部进
行整治维修，预计年内完成。
届时，这 25座人行过街地下
通道景观将大幅提升，装饰风
格与长安街相映衬。
据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
中心介绍，长安街建国门至
复兴门间设有 25座人行过
街地下通道，其中天安门东、
西通道和王府井东、西通道
始建于上世纪 80年代中期，
其他通道在上世纪 90年代
初陆续建成。随着城市经济
建设高速发展，长安街两侧
的城市景观也在逐步提高，
而长安街沿线地下通道的装
饰风格停留在上世纪 90年
代。为此，5月起将对长安街
建国门至复兴门沿线的 25
座地下通道进行装修装饰，
提升景观，25座通道现状排
水管也将同步进行疏通。实
际上，去年路政部门就已率
先完成了长安街沿线的西单
西通道、天安门西通道 2座
瑞）

北京晨报讯（记者 徐晶晶
肖丹）

精选出的文化创意产品共 130
余种，方便南城市民淘宝。
目前，市属公园共有文创体
验店 23个，今年预计继续增加，
包括香山公园香炉峰的“最高”文
创店、紫竹院问月楼的文创旗舰
店和动物园的“鹈鹕商店”等。
首席摄影记者 吴宁 / 摄

北京晨报记者昨天从市
疾控中心获悉，本市又新增一
例 H7N9病例。自今年 1月以
来，本市共报告 13例 H7N9
病例，其中 7例为本地病例，6
例为输入性病例。对此，市重大
动植物疫情应急指挥部昨天召
开全市防控工作会议，部署防
控工作。今年春季补栏和来源
不明的家禽作为监测排查重
点，对检出病原学阳性的养殖
场户禽群，要按照农业部和本
市剔除计划的要求，坚决进行
剔除扑杀和无害化处理。
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调查中发现 7例本地
病例均有活禽或活禽市场暴
露史（3例有病死禽接触史），
其中 5例病例发病前曾从流

动商贩处购买活禽，2例病例
的活禽最终来源仍在查找中。
据世卫组织公布，尚无证
据证明 H7N9病毒可持续人
际传播，因此公众不必恐慌。
预防 H7N9，最重要的是减少
暴露、做好个人防护，养成良
好的卫生习惯。
根据全市防控工作会议
要求，各区对今年春季补栏和
来源不明的家禽进行重点监
测排查。对检出病原学阳性的
养殖场户禽群，要按照农业部
和本市剔除计划的要求，坚决
进行剔除扑杀和无害化处理。
此外，指导养殖场户强化封闭
管理和环境消毒，严把动物运
输进京关口，24小时值守，禁
止疫区及周边受威胁区活禽
和禽类产品进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