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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儿所解决员工后顾之忧

乐美鞋业扶贫工厂方便当地百姓就近就业

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

连日来，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牛牛坝镇的乐美鞋业扶贫工厂开足马力，全力生产。6月，该厂接到了约
10万双鞋子订单。车间里，工人们忙着赶制订单，裁断、车缝、成型底制作、压型、除皱……每道工序都一丝不苟。

作为乐山市对口帮扶美姑县的重点项目，乐美鞋业扶贫工厂建在当地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旁，方便百
姓就近务工。工人们说，厂子建在家门口，幸福生活有奔头。

昨（29）日，石一西伍在工厂食堂吃过午饭后，与
工友一起，沿着厂区道路，欣赏花园里五颜六色的鲜
花。

今年26岁的石一西伍是第一批进入工厂工作的
员工。从工厂正式投产算起，她已经在厂里工作了1
年零3个月。

“我现在负责人事工作，一个月工资到手四千元
左右，还有五险。”石一西伍自豪地说。

没进厂前，石一西伍曾到广东等地的电子企业打
工，月薪五六千元。抛开食宿等生活开销，每个月到
手的工资只有四千多元。

“两边挣的钱差不多，但这里离家近。”石一西伍
的家在美姑县洛俄依甘乡，距离牛牛坝镇大约有20分
钟的车程。自从买了面包车后，石一西伍几乎每周都
会回家看望父母，帮忙做些农活，照顾还在上学的弟弟
妹妹。

石一西伍告诉记者，她的工友都是本地人。为了
让大家安心工作，厂里修建了员工宿舍，不仅免费入
住，还配备了被子等基本生活用品，一日三餐也不用
操心。

良好的福利待遇和工作环境，让许多本地人愿意
留在家乡工作。今年年初，曲比布布在员工吉克小洛
的介绍下来到厂里工作。由于工作业绩突出，如今曲
比布布已经是成型车间的储备干部。

“一年的收入3万多元，比到外面打工强。”事业蒸
蒸日上，日子红红火火，曲比布布对未来的美好生活
充满了希望。

家门口上岗 就业顾家两不误
乐美鞋业扶贫工厂是美姑首家现代化工业企业，

于2021年3月17日正式投产。
投产初期，当地人对企业员工工作职责和福利待

遇不了解，就业意愿不明显，工厂招人难，员工流动性
也很大。

“头一天招进100个人，第二天可能只留下了40
个人。”开工后面临的“用工难”问题一度困扰着工厂
负责人雷吉宾。

雷吉宾清楚记得，工厂正式投产时只有325名员
工。由于人力严重不足，致使很多订单无法按期交
付，给生产经营造成了很大影响。

为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乐山市对口帮扶美姑县第
三批援彝工作队把稳岗就业作为工作重心，与企业一
起想办法解决难题。

提高工资待遇；修建托儿所，解决员工后顾之忧；
与劳务公司合作，利用节假日到乡镇设点宣传，为当
地人答疑解惑；进行技能培训，提高员工业务水平
……通过一系列的举措，迅速提高了招工效率、稳岗
率、产品合格率。

“目前，我们已经有员工1016名，他们都是本地
人。”雷吉宾告诉记者，稳定的员工队伍保障了生产的
顺利进行。现在，厂里的产品远销欧美和东南亚等
地。工厂还将新增生产线，位于洒库乡的分厂正在扩
建中，随着产能进一步提高，将带动更多的当地百姓
就近务工增加收入。

实打实稳岗 增产扩能富彝家

记者 龚启文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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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倩）近日，国家卫健委信
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测评专家组在四川省卫健
委信息统计中心相关负责人带领下，对乐山市
中医医院进行国家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
准化成熟度现场定性查验。市卫健委相关负
责人、市中医医院党委领导班子及相关部门负
责人出席评审会。

专家组在评审会上宣读测评基本要求及
《国家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
评工作及声明》，听取了医院互联互通标准化
成熟度建设情况汇报。结合汇报情况，查阅相
关材料后，专家组深入医院门诊、住院病区、智
慧管理中心、数据中心机房等地开展查验，现
场审查医院互联互通建设的应用效果和基础
设施建设情况，对医院集成平台进行了评价和
测评。

现场查验后，专家组对医院创建互联互通
的成果表示了肯定，一致认为信息化工作成效
显著，信息系统较好地支撑了临床、管理及公
众服务等方面业务，基于平台应用较为完整。
希望医院持续推进互联互通创建工作，向现代
化、精细化管理的智慧医院大踏步迈进。

据了解，市中医医院自2019年起开始按
照国家互联互通标准建设信息平台，通过近两
年的建设，信息平台初见成效，实现了医嘱执
行及检验标本闭环管理，医院实验室系统成功
创建CNAS15189，医院输血科成为全省医疗
机构第三家、全省市州中医医院第一家通过
CNAS（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评审
的实验室。医院对外数据交互有了标准，接口
更加规范，已初步形成院内数据中心，利用数
据中心创新开展了基于互联网的在线中医健
康管理、慢病管理、在线网络门诊，实现了核酸
数据、电子病历数据、医保结算、商保数据等快
速上传，自动稳定运行，将健康数据带到百姓
日常生活中。

市中医医院完成
国家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评审

本报讯（记者 戴余乐 摄影报道）为弘扬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帮助更多患
者获得规范化治疗，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近
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医路相伴——专家进
基层患者关爱项目”在市中区人民医院启动。
来自省内各大医院泌尿外科、妇产科的专家齐
聚乐山，与市中区人民医院对应临床专科的医
护人员一同为广大市民送上了来自医者的真
切关爱。

当天上午，“医路相伴——专家进基层患
者关爱项目”启动仪式在市中区人民医院会议
室举行。市中区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代表医
院对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给予的支持、各位专家
的莅临指导表示衷心感谢和热烈欢迎。随后，
专家代表致辞，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让各地同
仁加强合作，“医路同行”，持续精进专业技术，
进一步提升疾病规范化防治水平，促进本地医
疗服务能力“提质升级”，造福广大患者。

会上，授予市中区人民医院“公益先锋机构”
牌匾。

会议结束后，参会专家团队在市中区人民
医院外科大楼底楼开展一对一问诊咨询、PSA
检测、测血压、测血糖等义诊义检活动，并对相
关病情进行了分析和讲解。活动受到患者的
热烈欢迎和高度好评。

医路相伴 因爱而行

义诊义检

市中区人民医院儿童生长发育义诊活动开始报名啦

孩子发育问题
不能掉以轻心

本报讯（记者 戴余乐）孩子出现矮身材、
发育过早或者过晚都可能是一些疾病的前
兆，因此早发现早干预至关重要。那怎么判
断自己孩子身高偏矮？怎么判断自己孩子是
否早熟？孩子突然不长了到底是为什么？

昨（29）日，记者在乐山市市中区人民医
院了解到，7月3日，该院将组织开展儿童生
长发育义诊活动：为3-18岁伴以下生长发
育异常的青少年儿童[长期坐班级第一排或
比同龄孩子矮半头、每年长高不到5厘米
（3-10岁）、生长期1年以上不换衣服和鞋

子、女孩8岁前出现乳房发育或身高突增及
10岁前出现月经来潮、男孩9岁前出现睾丸
增大或身高突增、正常青春期启动后，和同
龄孩子相比，生长速率出现异常、女孩12岁
后未出现乳房发育、男孩14岁前未出现睾丸
增大等]提供专业评估指导。

目前，活动报名已经开始。因疫情防
控，本次活动需要线上报名，工作人员会电
话通知骨龄拍摄时间，未预约患者无法拍
摄。市民可关注市中区人民医院微信公众
号，详细了解报名情况。

1、免挂号费、免费测量身
高体重；

2、免费进行生长发育评估、
提供咨询；

3、针对不同年龄段进行生
长发育及保健指导；

4、免费赠送100份骨龄片
（赠送条件以诊断达到p3矮小
标准为准）

义诊福利

健康科普

家
长
要
关
心
孩
子
发
育
问
题

资
料
图
片
请
作
者
与
本
报
联
系
，以
奉
薄
酬

身高有标准吗？什么身高算是
矮小？

身高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是有一
个相对的范围。医学上用百分位法或标准
差法来判定孩子是否属于矮小，即：身高低
于同种族、同年龄、同性别正常健康儿童身
高的第 3 百分位数，或低于 2 个标准差（-
2SD）以下，医学上称之为矮小。检查自己
孩子身高是否正常，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和
同龄的孩子比较，如果比同龄的孩子平均
矮5公分以上、长期坐在班级前二排等，就
应引起重视去正规的医院做相关检查了。

身高是遗传决定的，后天不能改
变吗？

遗传是一个异常精密的过程，由遗传
决定的70%部分不容易改变；但还有30%的
空间可以自由发挥，也就是说身高是可以
通过后天干预的。科学研究表明：生长激
素是促进人体长高的关键人体激素，而营
养、运动、睡眠、心情等都会影响生长激素
分泌。正常发育的儿童，通过后天营养指
导、睡眠指导、运动指导、心情指导、疾病预
防等科学的身高管理计划，可以促进人体
生长激素分泌，改善身高。如果因内分泌
异常等疾病所导致的身高落后，通过日常
生活的干预是不太可能帮助身高达到正常
值的。但是如果选择去正规医院，接受专
业的诊断和治疗，是有望达到遗传身高或
突破遗传身高的。

什么是性早熟？
性早熟是指青春期提早出现，也就是

女孩子在八岁以前出现第二性征和性腺增

大，常见的表现为 10 前就出现经期现象；
男孩子表现为在9岁以前发育。

根据不同情况显示，性早熟目前可以
分为两大类：GnRH依赖性性早熟又叫做
真性性早熟和非GnRH激素释放激素又被
称为假性性早熟；两者的区别是，前者的中
枢出现性早熟或完全性早熟，后者被称外
周性性早熟。

孩子早熟怎么办？如何预防性
早熟？

家长首先不要惊慌，不要乱投医、乱用
药，要到正规医院专业的儿科内分泌门诊
或生长发育门诊进行诊疗。以免错过最佳
治疗时机。

预防性早熟需在饮食上多加注意，以
下食物不要让孩子大量食用。

可入药的大补类食品：雪蛤、冬虫夏
草、人参、桂圆干、荔枝干、黄芪、沙参等。

禽肉，特别是禽颈，禽肉中的“促熟剂”
残余主要集中在家禽头颈部分的腺体中，
因此，吃鸡、鸭、鹅的颈部，就成为“促早熟”
的高危行为。

反季节蔬菜和水果：例如冬季的草莓、
葡萄、西瓜、西红柿等，春末提前上市的梨、
苹果、橙和桃，几乎都是在“促熟剂”的帮助
下才反季或提早成熟。

一定要避免给幼儿食用油炸类食品：
特别是炸鸡、炸薯条和薯片，过高的热量会
在儿童体内转变为多余的脂肪，引发内分
泌紊乱，导致“性早熟”；而且，食用油经反
复加热使用后，高温使其氧化变性，也是引
发“性早熟”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