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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王乐
伟) 近日，记者了解到，2013年，德
州市公立医院改革稳妥推进，平原
县作为试点县，积极探索县级医院
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补偿机制、人
事分配、药品供应、服务监管改革
等，其“一破二提三改变”的做法在
全省推广。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06年
开展新农合试点工作以来，经过近
八年的发展，平原县新农合筹资水
平和参合农民受益水平不断提高，
相继实施了门诊慢性病报销、20种
重大疾病报销比例提高、重大疾病
二次报销等惠民政策，进一步扩大
受益面和提高受益率，有效缓解参
合农民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同时
通过采取规范服务行为，简化报销
程序，实现村、镇、县、市四级定点
医疗机构联网即时结报等措施，进
一步提高参合农民满意度，受到了
参合农民一致好评。

另外，为控制医药费用的不
合理增长，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2013年，平原县积极深入推进新农
合支付方式改革，在对县、乡定点
医疗机构实行门诊、住院总额控
制的基础上，分别选择20个病种实
行了按病种分组分类付费，1至11

月份，县级医院按病种付费3881人
次，次均费用3799元，较改革前下
降了1144元，节约新农合资金180

万元。
同时，平原县建立了以服务

质量和患者满意度为核心的考核
机制，防范了医疗机构分解处方、
推诿病人、不合理减少医疗服务、
降低服务质量等行为。从去年12月
底开始，县级公立医院全部取消
药品加成，药品降幅30%，药占比
下降了9%，切实减轻了患者医药
负担。

20个病种
分类付费

本报12月26日讯(记
者 王乐伟) 26日，记者
采访获悉，2013年，德州
市卫生工作取得新进展，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
显著成效，孕妇产前筛查
正在加速推进，公共卫生
工作扎实推进，医疗质量
管理水平持续提升。启动
实施城镇居民大病保险，
惠及全市城镇居民；468.5
万城乡居民建立电子健
康档案，建档率87.3%。

为使患者看病的过
程更方便、医药费用更低
廉，今年以来，德州市相
关部门深入推进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启动实施新

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险，
儿童白血病等20种重大
疾病患者每年最高可报
20万元，住院实际补偿比
例提高到85%左右，截至
目前，已为33201人次报销
补偿3232.48万元。而新农
合制度也取得进一步完
善。全市434.16万人参合，
参合率99 .99%。筹资标准
每人每年350元，其中各
级财政补助280元。前三
季度，报销补偿10 .19亿
元，受益人口911 .72万人
次，住院补偿比62 .07%，
受益程度进一步提升。

此外，城乡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均等化项目扎

实开展。相关部门为468.5
万城乡居民建立电子健
康档案，建档率87 .3%。今
年已为农村孕产妇住院
分娩补助41733人，农村妇
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
缺陷项目为39080人发放
叶酸193176瓶，农村妇女
乳腺癌检查2000人、农村
妇女宫颈癌检查28000人，
2800户农村改厕项目正
顺利实施。

据了解，全市基本药
物制度和“先诊疗，后结
算”服务模式也深入实
施。据统计，全市基层医
疗机构年度通过省药品
集中采购平台采购基本

药物2 .47亿元，34个二级
及以上公立医院网上采
购药品7 .23亿元。“先诊
疗，后结算”的实施，也已
经有174家医疗机构为19
万名患者累计垫付住院
费用3.47亿元。

据了解，2013年德州
市完成新生儿疾病筛查
69873人，确诊140人；完成
产前筛查18692人。组织开
展全市新生儿窒息复苏
知识与技能竞赛及市级
孕产妇死亡评审、新生儿
死亡评审，保障母婴安
全，有效控制孕产妇及新
生儿死亡率，以及减少先
天性残疾儿的出生。

看病越来越方便实惠

百百万万居居民民建建电电子子健健康康档档案案

德州市中医院设立的医保结算窗口。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德德州州市市第第二二人人民民医医院院与与多多家家上上级级医医院院签签约约

广广聚聚高高端端技技术术优优势势 助助力力医医院院全全面面发发展展

德德州州市市第第二二人人民民医医院院健健康康管管理理((体体检检))中中心心开开业业。。

德德州州市市第第二二人人民民医医院院是是一一所所集集医医疗疗、、科科研研、、急急救救、、预预防防和和保保健健为为一一体体的的三三级级综综合合性性医医院院，，担担负负着着全全市市肿肿瘤瘤、、结结核核病病、、精精神神卫卫生生等等疾疾

病病的的防防治治任任务务。。医医院院秉秉承承质质量量建建院院、、人人才才强强院院、、科科技技兴兴院院、、文文化化立立院院的的办办院院宗宗旨旨，，坚坚持持““打打造造专专科科特特色色技技术术高高地地，，推推进进综综合合医医疗疗全全面面发发

展展””的的发发展展思思路路。。22001133年年，，该该院院与与多多家家上上级级医医院院签签约约，，广广聚聚高高端端技技术术优优势势，，促促进进医医院院全全面面发发展展，，进进一一步步提提升升了了医医院院核核心心竞竞争争力力。。

肝肝病病门门诊诊挂挂牌牌开开诊诊

天天津津二二院院专专家家亲亲临临坐坐诊诊

77月月2244日日，，市市二二院院与与天天津津市市第第
二二人人民民医医院院技技术术协协作作签签约约暨暨启启动动
仪仪式式隆隆重重举举行行，，市市二二院院慢慢性性肝肝病病门门
诊诊正正式式挂挂牌牌开开诊诊，，天天津津市市第第二二人人民民
医医院院权权威威肝肝病病专专家家亲亲临临坐坐诊诊。。此此
后后，，市市二二院院将将依依托托天天津津二二院院人人才才技技
术术优优势势，，继继续续开开展展肝肝病病等等传传染染病病防防
治治工工作作。。

天天津津市市二二院院是是一一所所集集医医疗疗、、教教
学学、、科科研研、、预预防防、、保保健健为为一一体体，，内内、、
外外、、妇妇、、儿儿全全面面发发展展，，以以综综合合肝肝病病治治
疗疗为为特特色色的的三三级级甲甲等等医医院院，，在在业业内内
具具有有较较高高的的声声誉誉。。而而市市二二院院作作为为全全
市市唯唯一一家家传传染染病病定定点点医医疗疗防防治治机机
构构，，拥拥有有标标准准规规范范的的传传染染病病房房大大
楼楼，，医医院院与与天天津津市市第第二二人人民民医医院院签签

约约后后，，天天津津市市二二院院将将定定期期选选派派专专家家
教教授授到到市市二二院院坐坐诊诊，，同同时时会会接接纳纳市市
二二院院到到天天津津市市第第二二人人民民医医院院进进修修
学学习习，，将将对对全全市市医医疗疗技技术术特特别别是是肝肝
病病等等传传染染性性疾疾病病防防治治能能力力起起到到极极
大大地地提提升升作作用用，，为为全全市市传传染染性性疾疾病病
患患者者提提供供高高水水平平的的诊诊治治技技术术服服务务。。

市市二二院院与与天天津津市市第第二二人人民民医医
院院建建立立医医疗疗协协作作关关系系，，搭搭建建了了医医院院
管管理理、、技技术术、、人人才才等等交交流流平平台台，，标标志志
着着市市二二院院在在慢慢性性肝肝病病等等传传染染性性疾疾
病病诊诊疗疗方方面面迈迈上上了了新新台台阶阶。。肝肝病病专专
家家门门诊诊设设在在医医院院传传染染病病房房一一楼楼，，门门
诊诊可可收收治治酒酒精精性性肝肝病病、、脂脂肪肪肝肝、、病病
毒毒性性肝肝炎炎、、肝肝硬硬化化、、肝肝癌癌等等肝肝病病患患
者者，，并并向向患患者者和和市市民民普普及及常常见见肝肝病病
的的预预防防保保健健知知识识。。

健健康康管管理理((体体检检))中中心心开开业业

市市民民可可享享高高水水平平专专业业体体检检

1100月月1188日日，，市市二二院院健健康康管管理理((体体
检检))中中心心开开业业。。仪仪式式结结束束后后，，全全体体医医
护护人人员员听听取取了了解解放放军军330011医医院院专专家家
学学术术讲讲座座。。

市市二二院院健健康康管管理理((体体检检))中中心心是是
专专门门从从事事健健康康体体检检、、健健康康教教育育、、疾疾

病病风风险险评评估估、、检检后后咨咨询询及及制制定定个个体体
化化健健康康改改善善计计划划的的现现代代化化专专业业机机
构构，，是是德德州州市市第第一一家家功功能能齐齐全全的的高高
水水平平专专业业体体检检中中心心。。该该中中心心拥拥有有现现
代代化化高高精精尖尖检检测测设设备备，，采采用用国国际际化化
健健康康管管理理模模式式，，多多位位临临床床经经验验丰丰富富
的的资资深深健健康康管管理理专专家家教教授授共共同同制制
定定针针对对性性强强、、项项目目合合理理、、种种类类丰丰富富
的的1100余余款款健健康康体体检检套套餐餐，，可可提提供供团团
体体、、个个人人、、就就业业及及驾驾驶驶员员等等体体检检服服
务务，，并并为为体体检检者者提提供供专专业业、、全全面面、、权权
威威的的检检验验结结果果分分析析、、健健康康管管理理指指导导
及及方方便便快快捷捷的的后后续续医医疗疗服服务务。。

省省疼疼痛痛临临床床研研究究中中心心落落户户

推推动动全全市市疼疼痛痛事事业业发发展展

1100月月2222日日，，山山东东省省疼疼痛痛临临床床研研
究究中中心心德德州州分分中中心心揭揭牌牌仪仪式式隆隆重重
举举行行，，市市二二院院院院长长崔崔玉玉洪洪表表示示，，此此
次次与与省省立立医医院院协协作作关关系系的的建建立立，，搭搭
建建了了两两院院间间的的技技术术交交流流平平台台，，将将对对
市市二二院院乃乃至至整整个个德德州州市市的的疼疼痛痛诊诊
疗疗技技术术发发展展起起到到积积极极地地推推动动作作用用。。
市市二二院院将将依依托托省省立立医医院院雄雄厚厚的的医医
疗疗资资源源，，加加大大人人才才培培养养力力度度，，加加快快
学学科科建建设设和和发发展展步步伐伐，，以以精精湛湛的的技技
术术、、优优质质的的服服务务为为德德州州人人民民提提供供更更
好好的的医医疗疗服服务务。。

疼疼痛痛科科是是以以诊诊治治慢慢性性疼疼痛痛性性
疾疾病病为为主主的的专专业业科科室室，，市市二二院院院院
疼疼痛痛科科设设在在病病房房楼楼一一楼楼，，疼疼痛痛门门
诊诊设设在在门门诊诊综综合合楼楼33楼楼，，山山东东省省立立
医医院院疼疼痛痛学学专专家家长长期期坐坐诊诊，，市市二二
院院杨杨振振雷雷医医师师负负责责具具体体诊诊疗疗工工
作作。。疼疼痛痛科科采采用用神神经经阻阻滞滞疗疗法法、、小小
针针刀刀疗疗法法，，配配合合药药物物、、超超激激光光照照射射
等等治治疗疗手手段段，，可可以以诊诊治治骨骨关关节节痛痛、、

癌癌 性性 疼疼 痛痛 、、神神 经经
痛痛、、头头痛痛、、三三叉叉神神
经经痛痛、、组组织织痛痛等等急急
慢慢性性疼疼痛痛。。今今后后，，
该该院院将将积积极极组组织织
开开展展基基层层医医疗疗机机
构构科科普普教教育育、、疼疼痛痛
临临床床培培训训工工作作，，为为
推推动动全全市市疼疼痛痛事事
业业的的发发展展作作出出积积
极极贡贡献献。。

签签约约北北京京友友谊谊医医院院

加加快快推推进进医医院院全全面面发发展展

1111月月22日日，，市市二二院院与与首首都都医医科科
大大学学附附属属北北京京友友谊谊医医院院技技术术协协作作
签签约约仪仪式式隆隆重重举举行行，，该该院院将将以以此此次次
签签约约仪仪式式为为契契机机，，充充分分借借助助友友谊谊医医
院院的的人人才才、、技技术术支支持持，，加加快快推推进进医医
院院全全面面发发展展。。

市市二二院院院院长长崔崔玉玉洪洪表表示示，，此此次次
与与友友谊谊医医院院结结成成友友好好协协作作医医院院，，将将
极极大大地地促促进进院院医医疗疗技技术术、、服服务务和和管管
理理水水平平的的提提高高。。该该院院将将以以此此次次签签约约
仪仪式式为为契契机机，，加加快快推推进进医医院院全全面面发发
展展，，尤尤其其是是胸胸外外科科的的建建设设与与发发展展，，为为
德德州州人人民民的的身身心心健健康康作作出出应应有有的的贡贡
献献。。

北北京京友友谊谊医医院院医医务务处处处处长长刘刘
力力戈戈表表示示，，今今后后，，两两家家医医院院将将在在医医
疗疗、、护护理理、、辅辅助助检检查查、、患患者者转转诊诊等等方方
面面展展开开协协作作，，互互通通有有无无，，不不断断摸摸索索
双双方方合合作作的的新新模模式式，，谋谋求求双双方方医医院院
及及患患者者的的共共赢赢。。

血血液液净净化化中中心心成成立立

造造福福透透析析患患者者

市市二二院院血血液液净净化化中中心心成成立立并并
投投入入使使用用，，实实际际面面积积11000000㎡㎡，，科科室室
宽宽敞敞明明亮亮，，环环境境优优美美，，功功能能齐齐全全，，布布
局局合合理理，，严严格格按按照照血血液液净净化化操操作作规规
范范三三通通道道设设置置，，设设有有患患者者休休息息室室、、
更更衣衣室室、、普普通通患患者者透透析析室室和和肝肝炎炎患患
者者透透析析室室，，每每个个房房间间均均配配有有空空气气净净
化化消消毒毒器器，，实实行行封封闭闭式式管管理理，，有有效效
杜杜绝绝交交叉叉感感染染。。

中中心心拥拥有有一一批批高高素素质质血血液液净净
化化技技术术人人员员，，配配有有瑞瑞典典进进口口金金宝宝
AAKK9966型型透透析析机机1100台台、、金金宝宝透透析析滤滤过过
机机11台台、、瑞瑞典典金金宝宝净净水水装装置置。。透透析析机机
具具有有设设计计严严谨谨、、监监测测点点多多等等优优点点，，
能能最最大大限限度度保保证证透透析析安安全全。。中中心心还还
采采用用反反渗渗水水处处理理系系统统，，使使供供透透析析机机
使使用用的的反反渗渗水水具具有有稳稳定定性性，，透透析析用用
水水质质量量严严格格遵遵照照国国医医药药业业《《血血液液透透
析析和和相相关关治治疗疗用用水水》》要要求求。。开开展展血血
液液透透析析、、血血液液透透析析滤滤过过、、血血液液灌灌流流
等等多多项项血血液液净净化化技技术术，，为为急急性性肾肾衰衰
竭竭、、尿尿毒毒症症、、自自身身免免疫疫性性疾疾病病和和多多
脏脏器器功功能能障障碍碍综综合合征征病病人人提提供供最最
先先进进的的诊诊疗疗服服务务，，为为透透析析患患者者提提供供
更更加加优优质质、、合合理理、、安安全全的的诊诊疗疗服服务务。。

（（通通讯讯员员 李李祖祖林林 任任天天瑜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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