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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 1日，全省

疫苗信息系统出现了故障，而

医院当日接种任务为 2000
剂次。面对大批量人群队伍，

为避免群众等候时间过长，省

医南海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点

主要负责同志曹钰芹向上级

请示后，立即启动手工登记操

作。等到晚上接种任务结束

后，她再带领接种点工作人员

继续加班至晚上零点核查任

务完成，有时为排查一个疫苗

追溯码，连续熬夜进行全部核

查，直到确保每一项任务精准

无误。

“由于系统临时出现了故

障，当晚出现了一支疫苗接不

上受种人信息的情况。为了

确保每一支疫苗都能追根溯

源，我们组织医护骨干翻查当

天所有的《新冠疫苗接种知情

同意书》，把每个人的签名和

每一支疫苗的登记信息进行

了核对。”曹钰芹说。功夫不

负有心人！虽然已经过了凌

晨，但终于找到了那位受种者

并电话确认，成功完成了信息

的匹配，这样才真正结束了当

天的工作。

安伟明和曹钰芹的严谨

认真工作，只是省医南海医

院医护骨干的缩影代表。在

医院党委带领下，大家不畏

艰辛、兢兢业业，以院为家，

连续奋战在疫苗接种点，用

实际行动践行责任担当，把

“党建引领·医惠万家”的理

念落到实处，真正为群众办

实事。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冬冬通讯员罗建贞文/珠江时报记者李冬冬通讯员罗建贞

卫健篇——

职业病防护品不达标
最高罚款二十万元
■案情回顾

2013年5月，南海区某工厂有3名
工人在工厂对化学工艺池进行清洗作业

时突然昏迷，随后立即送往医院抢救。

有关部门接报后，迅速成立调查组介入

调查。经过现场勘查、检测采样发现，

该厂化学工艺池用于提炼电镀泥中的

金属成分，生产过程中需要往池中添加

稀硫酸，作业地点空旷，无遮挡，通风良

好，化学反应过程产生硫化氢。空气采

样检测结果为硫化氢浓度超标，工人作

业方式为手动清洗，作业时佩戴棉纱口

罩。

根据现场勘查、采样结果，结合工

人临床表现，调查组认定该事件是一起

主要因未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引起

硫化氢急性中毒事件。有关部门责令

企业积极救治病人，停止产生职业病危

害的作业，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部门说法
本案中，企业虽为工人配备有个人防

护用品，但棉纱口罩并无防毒作用，企业

应为工人配备防毒面罩。

《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二条规定，

用人单位未提供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

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或者提供的职

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

用品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

求的。卫生行政部门可给予警告，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者提请

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

令关闭。

■相关链接
4月24日—4月29日 ，南海区

卫生健康局、南海区普法办联合举

办“《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主题微

信学法大赛，参与游戏答题有机会

获得微信红包等丰厚奖品，详情可

关注“南海普法”、“健康南海”微信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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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每一支新冠疫苗落到实处
省医南海医院临时接种点坚持党建引领，为群众筑牢健康防线

疫苗接种不停歇，坚守岗位不打烊。随着桂城有序
大规模推进新冠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各接种点的医护人
员们都日夜坚守，连续奋战在一线。广东省人民医院南
海医院（下称“省医南海医院”）的临时接种点是桂城设立
最早的一批临时接种点之一。在党建引领下，该院的医
护骨干冲锋在前，用责任和担当带头示范，为群众办实
事，筑牢健康防线。

火速集结组建临时接种点
去年 12月底，新冠疫苗

免费接种工作开始对重点人

群展开，作为三级医院的省

医南海医院接到上级通知需

要迅速设立新冠疫苗接种

点。省医南海医院党委马上

响应号召，组织党员干部带

头参与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疫苗怎么打、接种点设

在哪，成了医院当时面临的

首要难题。“那时候新冠疫苗

接种刚开始推行，没有太多

经验参考，而且任务时间短、

难度大，星期天接到的通知，

要求星期四就开展接种。”一

位党员说。但组织的召唤就

是集结冲锋号，省医南海医

院党委迎难而上。流程还不

够顺畅，医院党委就多次展

开决策会议讨论；没有接种

队伍，就由党员带头从各科

室集结医护骨干等志愿力

量；没有场地，就挪一块地，

把目标场地所在的科室在一

天之内全部搬迁，在一晚之

内完成“大换装”变成新冠疫

苗临时接种点；缺乏物资，就

立马购入空气消毒器、疫苗

专用储存冰箱、接种台、登记

台，配齐电脑、录入信息模块

等设备。

在充分考虑人群疏散和

人力调度等问题后，省医南

海医院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在党建引领下迅速建成，并

顺利开展接种工作。

日夜奋战为群众办实事
从去年12月底对重点人

群接种，到今年3月底正式开

展大规模全人群接种，再到如

今依旧在岗，参与新冠疫苗接

种的医护人员每天日夜奋战，

以院为家，已经坚守超过100
多个日夜，累计接种新冠疫苗

3.2万剂次。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是国

家筑牢“防疫长城”的重要措

施，在每天数千针的任务面

前，省医南海医院的医护骨干

日以继夜，为筑牢“防疫长城”

贡献力量。安伟明是其中的

典型代表，他和公共卫生科负

责人、党员曹钰芹一起负责新

冠疫苗接种的专职统筹协调

工作。他每日上班后就没有

停过，安排好接种卡位的医护

人员工作后，他就到留观区给

已接种的群众开展疫苗接种

后的健康宣教，每次宣教十几

分钟，循环不断，一天下来声

音都沙哑了。

他和曹钰芹主任一起需

要兼顾接种点的整体工作，登

记区群众多，他马上充当登记

医生；接种区需要支援，他又

火速前往进行协助，甚至换上

隔离衣亲自“上阵”。出现紧

急情况时，他必须紧急调度，

确保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有序

顺利开展。当一天的疫苗全

部接种后，他还需要仔细查

核，制作新冠疫苗接种清单

上传全省疫苗信息系统。

“一般什么时候下班？”

面对记者提问，他说：“不一

定，最晚的一次工作到了凌

晨。”“那你不累吗？”思索数

秒后他笑言：“当然累，但是

每次看到前来接种的市民，

就仿佛打了‘鸡血’一样，因

为我是一名医生，这是我应

该做的事情。”

严谨核查确保精准无误

■医护人员

对每一支疫

苗的追溯码

都进行仔细

核查。

通讯员供图

每年4月的最后
一周是全国《职业病
防治法》宣传周。记
者从桂城卫健办获
悉，桂城将从4月26
日至30日启动2021
年《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周活动。期间，
将结合新冠疫情防控
形势开展“《职业病
防治法》进企业”等
线上、线下活动，向大
家科普职业病防治知
识。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病防治法》规
定，职业病是指企业、
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
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
动者在职业活动中，
因接触粉尘、放射性
物质和其他有毒、有
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
的疾病。按照国家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将职业病分为 10 大
类共 132种，在我们
身边最常见的职业病
有哪些？有什么危
害？本期将为大家进
行科普。

噪
声
聋

噪声是一种人们不

希望听见的声音，不仅

会干扰工作、学习和生

活，也会影响人的情绪。

劳动者长期在超过

职 业 接 触 限 值（ ≥
85dB）的环境作业下工

作，可导致听觉器官的

损伤外，也对机体多系

统产生不良影响，如出

现头痛、头晕、睡眠障

碍、全身乏力、食欲不

振、消化不良等症状，

并对心血管系统产生不

良影响。

职业病防治这些知识你要知
桂城卫健办启动2021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

预防措施：预防

噪声以采取综合性措

施，首先从控制声源、

阻断噪声的传播来控

制作业场所的噪声强

度；为噪声作业人员

佩戴护耳器和合理安

排休息，减少个体噪

声的暴露水平；健康

监护有助于及早发现

噪声易感者及噪声聋

病人，健康教育有利

于提高作业人员的健

康保护意识及健康行

为。

尘
肺
病

所有粉尘颗粒对身体

都是有害的，不同特性的

生产性粉尘，可能引起机

体不同部位和程度的损

害。生产性粉尘对机体的

损害是多方面的，直接的

损害以呼吸系统损害为

主，局部以刺激和炎性作

用为主。

肺尘埃沉着病（俗称

尘肺病）是由于在生产环

境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

而引起的以肺组织纤维化

为主的疾病，是职业性疾

病中影响面最广、危害最

严重的一类疾病。尘肺病

患者可在相当时期内无明

显自觉症状。随着病情的

进展，或有并发症时，出现

胸闷、气短、胸痰等症状和

体征，并逐渐加重。

预防粉尘八字方

针：革（改革工艺和革

新生产设备）、水（湿式

作业）、密（尘源密闭）、

风（加强通风）、护（个

人防护）、管（维修和管

理工作）、教（宣传教

育）、查（定期检查粉尘

浓度和定期体格检查）

职
业
性
化
学
中
毒

生产性毒物是在生产

过程中产生，存在于工作

环境中的毒物。主要来源

于原料、辅料、中间产品

（中间体）、成品和副产品

等。

每种化学毒物因本身

毒性和毒作用特点，接触

剂量等不同，对机体的影

响也不同。如氯、氨等刺

激性气体首先侵害呼吸系

统，引起急性刺激作用和

中毒性肺水肿；一氧化碳、

氰化氢等室息性气体会引

起机体组织细胞缺等。

预防措施：根除毒

物；降低毒物浓度：技术

革新、通风排毒；工艺、

建筑布局的优化；个体

防护；健全职业卫生服

务；安全卫生管理。

振
动
病

主要分为“手传振动”和“全身

振动”。生产性振动是由生产或工

作设备产生的振动，后者如作业台

如钻井平台、采矿船上作业、驾驶拖

拉机、收割机等受到的全身振动。

手传振动可引起感觉迟钝、痛

觉减退、发作性手指变白，引起听觉

下降，振动与噪声联合可加重听力

损伤；全身振动会产生眩晕、恶心、

血压变化、内分泌紊乱等。

预防措施：控制振动源，采

用减振、隔振等措施；限制作业

时间和振动强度；改善作业环

境，加强个人防护：采取防寒保

温措施，配备防振手套和减振座

椅等；加强健康监护和日常卫生

保健：定期健康体检，早发现，加

强宣教，提高劳动者保护意识。

高
温
作
业

高温作业是指高气温、或有

强烈的热辐射、或伴有高气温相

结合的异常气象条件、WBGT指

数超过规定限值的作业。

高温作业时，人体会出现体

温调节、水盐代谢、循环系统、消化

系统、神经系统和泌尿系统等方

面的适应性变化，但超过生理调

节时会出现中暑等疾病（如热衰

竭、热痉挛和热射病）。

预防措施：改善工艺流程，

采用隔热设施，加强通风降温：

使劳动者远离热源；利用水进

行隔热，如设置水幕或隔热水

箱；采用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

加强个人防护：根据需要佩戴

隔热面罩，手套，鞋盖和隔热服

等；供给防暑降温清凉饮料：为

高温作业者供给含盐饮料，合

理安排膳食；加强医疗预防工

作：对高温作业者进行就业前

和入暑前体格检查，凡有心血

管系统器质性疾病、中枢神经

系统器质性疾病和明显的内分

泌疾病等高温禁忌证，不宜从

事高温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