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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的完善行政
诉讼体制机制，合理调整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切
实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
的重大决策部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经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10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
准，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在我市实行行政案件相
对集中管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我市辖区内，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法院是
珠山区人民法院和昌江区人民法院。各集中管辖法
院管辖范围是：珠山区人民法院管辖原乐平市人民法
院、浮梁县人民法院、昌江区人民法院管辖的行政诉

讼案件；昌江区人民法院管辖原珠山区人民法院管辖
的行政诉讼案件。

二、自2017年7月1日起，非集中管辖法院管辖的
行政诉讼案件，按照本公告确定的管辖范围，由相应
的集中管辖法院管辖，但原告选择本地法院管辖的案
件仍由本地法院办理。

三、2017年7月1日后，起诉人可在当地法院或集
中管辖法院递交起诉材料，向集中管辖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起诉人向非集中管辖法院递交起诉材料，并要
求由非集中管辖法院管辖的，非集中管辖法院应予立
案审理。

四、2017年7月1日以前，非集中管辖法院已经立

案但尚未审结的行政诉讼案件，仍由该非集中管辖法
院审理。

五、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管辖，按原规定执行。
六、集中管辖法院的办公地址与联系方式是：
珠山区人民法院，办公地址：景德镇市珠山区昌

江大道100号，联系电话：0798-8287360。
昌江区人民法院，办公地址：景德镇市昌江区龙

井路1号，联系电话：0798-8330913。

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6月23日

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实行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的公告

6月16日傍晚，鄱阳县有位七岁小男
孩意外被电击伤，经过初步复苏抢救后仍
昏迷不醒被紧急送至市第一人民医院儿
科进行抢救。当班医生陈高立即将患儿
安排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救治，同时拨打
电话通知二线医生董超凡及科主任陈春
梅，二位上级医生接到电话迅速赶到病房
参与抢救，经过两天的抢救治疗，小朋友
已经转危为安，脱离生命危险了，痊愈出
院。自6月1日儿科整体搬迁到新内科大
楼，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成立以后迎
来了首位小患者。

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担负着全
院危重儿童的救治任务。收治各种危重
症儿童，包括治疗各种严重创伤、感染以
及各种休克、各类复杂的大型手术后患儿
的监护及救治、急慢性呼吸衰竭、昏迷伴
脏器功能不全、严重脓毒症、严重心律失
常、心功能不全、急性肝肾功能不全、内外
科患儿有危及生命的并发症、临床各类危
象、中毒和意外伤害伴脏器功能不全、消
化道出血伴脏器功能不全、严重电解质紊
乱等其他需要监护治疗的患者进行收治。

PICU成立

为患者抢救争取更多时间

成人ICU和新生儿ICU许多人都不
陌生，那么什么是儿童重症监护病房呢？
市一院儿科主治医师董超凡告诉我们：

“儿童重症监护指的就是利用各种各样的
现代化设备及先进的治疗手段，对各种各
样的危重患儿，进行非常密切的观察并用
特殊的生命支持手段，以提高这些患者存
活机会的一个特殊治疗护理病房”。市一
院儿科重症监护病房的成立填补了我市
儿科危重患者抢救治疗的空白，院领导对
儿童重症监护病房的建设给予高度重视
和关心，同时也得到了院内其他科室的大
力支持。

和普通病房不同，儿童重症监护病房
内洁净程度非常高，里边患病的孩子免疫

力较低，一旦家属携带细菌病毒入内，感
染的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病房内都是施
行无陪护管理，24小时实时监控，一切护
理工作全凭护士承担，他们又被称为护士
中的“特种兵”，医生也是如此。换衣服、
鞋子，戴上帽子、口罩，洗手消毒，才得以
从门外进入PICU。宽敞明亮的病房里，
靠窗摆着一排病床，闪烁的心电监护仪
上，跳动着心率、氧饱和度、血压等数字，
呼吸机、输液泵等设施环布在病床旁。“在
此之前，重症患儿因条件限制，大部分需
转上级医院救治，儿童重症病房使用之
后，弥补了之前工作中的许多遗憾，现在
危重症患儿可以直接在我们科内进行救
治了，省去转上级医院路途奔波的辛苦和
费用。可以说儿童重症病房的使用为我
市及周边地区危重儿童的的救治提供了
技术的保障。”市一院儿科主治医师董超
凡介绍到。

坚持学习

让患者抢救多一份保障

早在2009年儿科开展新生儿无陪护
管理后，科主任陈春梅就开始构思成立
儿童重症监护病房，2012年开始陆陆续
续派医生、护士外出学习，其中，儿科
主治医师董超凡近期刚从上海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进修学习儿童重症医学半
年之久。至今，科内一线医生均轮训江
西省儿童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科学习（每
3月一周期）及高级生命支持并获证书。

市一院儿科拥有一大批具有良好学
术背景、扎实理论基础、具有创新能力
和科研能力的中青年骨干，在全国儿科
医生人员告急的环境下，科室内医务人
员充足，梯队结构合理。对取得中级职

称以上高年资的医生要求确定亚专科方
向，目前确定亚专科方向的有儿童重症
专业、儿童内分泌专业、小儿神经专
业。重症医学科代表着一家医院诊疗水
平的最高水准，只有医护人员的理念足
够先进，才能一直站在医学发展的前
端，才能给予患者更好的救治。正是保
持着这样的态度，市一院儿科的每位医
护人员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只要有一线希
望就要尽百分之百努力，挽救每个小生
命。

市一院儿科儿童重症监护病房正式开始使用
为我市及周边地区危重儿童的救治提供了技术保障

□ 冯 瑶 文/图

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始建
于 1950 年，儿科是医院成立即有
的为数不多的临床科室之一。经
过几代儿科医务工作者的艰辛努
力，依托综合医院的实力，现儿科
拥有一支专业技术力量雄厚、责任
心强的医护队伍，在本地区及周边
地区享有极高的声誉。是集医疗、
科研和教学为一体的临床科室。
自科室成立以来，规模不断扩大，
现住院部下设三个病区儿内病区、
儿童重症监护病区、新生儿病区。
有独立的儿科门、急诊、儿童保健
门诊及性早熟矮小症专科门诊，其
中矮小症和性早熟专科门诊是我
市设立最早的专科门诊。儿科自
成立以来不仅承担着全市及周边
地区繁重的医疗任务，还为本市及
周边地区输送和培养了大批医院
管理人才和医疗业务骨干。科室
现有工作人员 40 人，医生 13 人，
其中主任医师1人，副主任医师3
人，主治医师4人，住院医师5人；
在读研究生3人；护理人员27人，
其中副主任护师1人，主管护师 3
人，护师 2人，护士 21人，开放床
位共45张。

科室简介

儿科医务人员合影

儿童重症病房内，陈春梅正在查房。

搬入新大楼后宽敞整洁的儿科病区。

崭新的儿童重症病房。

24小时服务热线电话
0798—8569000
中国公路客票网
www.bus365.com
12308汽车网
www.12308.com
旅途100网
www.lvtu1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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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寿命延长，老年人口大幅增加，老年痴
呆已成为现代社会一大健康难题。美国国家科学、工
程和医学学院日前发布报告说，目前没有已获证明的
方法能预防认知衰退或痴呆，但有“令人鼓舞但不确
定性”的证据显示三种干预方式可能起到一定预防作
用。

这份报告指出，当前市场上有大量项目或产品宣
称能预防、延迟或减缓认知衰退或痴呆，例如饮食、运
动、游戏或补充剂等，但公众难以确定它们是否有效。
为此，根据美国国家老龄问题研究所的要求，美国国家
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召集一个专家委员会对迄今所
有相关研究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具体建议。

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现有证据不支持开展大众
公共教育活动来鼓励人们采取特定干预措施来预防
认知衰退或痴呆，但认知训练、控制血压和加强运动
这三招可能有所帮助，不过仍需进行更多的研究。

加强运动有许多健康益处，比如减少脑卒中风
险。临床试验显示它也有可能帮助延迟或减缓年龄
相关的认知衰退。

(据新华社）

三招或有助预防老年痴呆

本报讯（洪亦昕 甘翠）为保障汛期全
市通信畅通，6月24日，市移动公司迅速启
动防汛应急响应，组建了一支集线路抢修、
后勤支撑等全方位、硬实力的抗洪抢险通讯
保障力量，调度11支线路抢修队伍，开展通
信保障工作。截至6月25日 12时，共计出
动抢修车辆26台、油机51台，网络抢修、
电力恢复人员近百人次，抢通基站357个，
光缆恢复562公里。

6月25日上午，市移动公司紧急召开汛
期“保安全、保通信”部署会，成立网络抢修、

市场营销、物资保障、综合宣传四支抗洪抢险
队伍。总经理杨武在会上强调，各队伍间要
加强协同，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有效开
展通信保障工作。

防汛期间，市移动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网
络监测，联合多部门及时发布汛情，实行24
小时值班制度，实时监测网络异常情况，每隔
1小时发布停电、受灾、抢修情况的通告，及时
对外发布防汛信息。目前，各项网络抢修工
程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力求在最短的时间
为市民恢复高品质的移动通信网络。

市移动公司全力以赴做好抗洪保通信工作市移动公司全力以赴做好抗洪保通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