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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遇刀棍

技技术术过过得得硬硬，，病病情情看看得得准准
毓璜顶医院获批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给百姓带来更多实惠

近日，烟台毓璜
顶医院被山东省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确定为山东省第
一批省级区域医疗
中心，为省内获此殊
荣的三家医院之一。
这是该院继2013年顺
利通过“三甲”等级
复审后，又一次获得
的至高荣誉。这标志
着毓璜顶医院成为
胶东地区最优质医
疗资源的集中之地，
胶东地区疑难危重
疾病最高水平的诊
治之地。同时，也意
味着胶东老百姓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省级优质的医疗服
务。

服务做得好>>

持续改进

让百姓就医更方便快捷

“不愧是省级医院的水平，
医生的服务态度就是不一样。”
一名从心内科诊室走出来的大
爷这样和老伴说。

据了解，毓璜顶医院服务水
平的提升，主要源于医院不断完
善人性化服务的内容，持续强化
改进服务品质。近年来，医院先
后实行了网上预约挂号，病人不
用到院就可直接预约专家；建立
了自动排队呼叫管理系统，解决
了候诊秩序问题；窗口科室实行
了弹性工作制，根据门诊量增
时、延时，确保患者尽快就医；开
展了住院资料邮寄业务，避免了
出院病人再次往返医院。为充分
发挥区域医疗中心的技术和人
才优势，医院还每年开展百余次
各类公益活动，倾力打造了网上
问诊、健康大课堂、病友联谊会
等公益活动品牌。

目前，毓璜顶医院东区大楼
正式启用，服务环境明显改善，
医疗资源进一步优化，省级区域
医疗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将进
一步提升。“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的成功创建，对毓璜顶医院来
说，不是终点，是一个新的、更高
的起点。毓璜顶医院将会以此为
契机，不断提高综合技术水平和
医疗服务能力，不断促进区域医
疗水平的整体提升，为保障百姓
的生命健康做出更大贡献！”院
长杨军说。

技术过得硬>>

家门口享受

省级高水平医疗服务

“毓璜顶医院的技术就是
好，以后咱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省级医院的技术服务
啦！”在毓璜顶医院一楼候诊大
厅，一名威海口音的大妈说。

据悉，此次毓璜顶医院成
功争创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正
如这名威海大妈所说，主要源
于过硬的技术。多年来，医院将
组织器官移植、腔镜微创手术、
内镜诊疗技术和介入诊疗项目
确定为该院的四大品牌特色技
术，每年开展肾脏移植百余例，
腔镜微创手术6000余例，内镜
诊疗技术近40000例，介入诊疗
技术10000余例，技术层次和规
模均处于国内先进、省内领先
水平。

通过技术创新，毓璜顶医院
打造了一批国内知名、省内领先
的特色科室：中西医结合科为国
家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单位；消
化内科、耳鼻喉科、妇产科等9个
学科为山东省医药卫生重点专
业；泌尿外科、心血管内科、重症
医学科等6个学科为山东省临床
重点专科；妇科更被卫生部评定

为“腔镜四级手术培训基地”，是
全省唯一、国内仅有的两个地市
级医院之一；消化内科被中华医
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评定为“消
化内镜专科医师培训中心山东
省培训基地”，是全国地市级医
院中唯一的。

同时，医院还获批为“全国
临床药师培训基地”、“全国药物
临床试验基地”、“全国脑卒中筛
查基地”和“山东省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基地”。评审过程中，专
家们用“五个没想到”，浓缩了对
毓璜顶医院致力于学科建设和
技术发展水平的高度评价。

病情看得准>>

精细化质量管理

为健康保驾护航

“大姨，您为什么选择到毓
璜顶医院就医呢？”在医院门诊，
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一名患者
说：“因为毓璜顶医院病看得好，
我们少花冤枉钱！”

据了解，为提高疾病诊断与
治疗水平，近年来，毓璜顶医院
借助于信息化手段，通过加强病
种管理、规范临床用药、控制医
院感染等进行精细化医疗质量
管理，缩短了患者住院时间，节
省了医疗费用。

在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医疗
质量管理过程中，毓璜顶医院研
发了目前国内唯一同时具备过
程控制、结果评估、过程与结果
相关因素分析功能的单病种信
息化管理系统。在国内首次提出
了“诊断路径”、“评估路径”和

“治疗路径”的概念与信息化管
理模式，针对医师的诊疗思路和
行为进行正确引导，实现了疾病
诊断正确、病情评估客观、治疗
措施规范。开发和应用了手术资
质管理、围手术期管理和输血管
理等一系列信息化管理模块，实
现了对医疗质量管理重点的主
动控制和监测管理。建立和应用
了病案质量综合管控系统、单病
种质控系统和医疗质量分析系
统，对医疗质量各项指标数据进
行分析、评估和整改，促进了医
疗质量的持续改进。

近年来，先后被卫生部指
定为全国首批电子病历试点医
院和单病种医疗质量分析系统
研发基地。电子病历系统达美
国电子病历采纳模式六级水
平，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三家医
院之一。此次区域医疗中心的
现场评审中，毓璜顶医院被公
认为是所有参评医院中信息化
建设与精细化医疗质量管理水
平最高的一家。

查查扣扣假假出出租租，，竟竟遭遭刀刀棍棍威威胁胁
一名执法人员衣服被撕烂，臂上留下多处抓痕

本报记者 孙健

8月20日，4名烟台市运管处的执法人员在芝
罘区查处一辆伪造的“浪花”出租车时，遭到8名身
份不明人员阻挠，其中一人拿出刀棍，吓唬执法人
员。在对峙过程中，一名执法人员衣服被撕烂，臂
上留下多处抓痕。

20日中午12点左右，市运
管处道路运输市场管理大队
接到市民举报，在青年路与白
石路交叉口南10米左右路西，
停放着一辆伪造的“浪花”出
租车，了解情况后，4名执法人
员前去查处。

“那里确实有一辆伪造的
索纳塔型号‘浪花’停在路边。
那辆车除了没有顶灯，没有喷
涂门徽以外，外观和计价器安
装与‘浪花’无二。”执法人员
确定这就是被举报的伪造出
租车，“由于当时驾驶员并不
在车内，我们便通知拖车公司
将车拖走。”

这时，一名30多岁的男子
朝伪造车走来，但当执法人员
询问时，他并不承认是驾驶
员，并开始拨打电话。“在那辆
车的前挡风玻璃上有移车电
话，我们拨了过去，发现电话
占线，基本可以确定那个男的
就是驾驶员。”执法人员说。

打完电话后，男子一直在
车辆周围转悠，大约十分钟
后，7名与驾驶员年龄相仿的
男子驾车来到现场，最早出现
的男子承认他是伪造出租车
的驾驶员，但拒不交出车辆钥
匙，并仗着人数优势，与执法
人员僵持。

“由于我们当时的态度很

明确，伪造车辆必须要拖走，
拖车到来后，那个驾驶员突然
从身上掏出一把匕首，又不知
从哪儿找到一根木棒，叫嚣着
如果我们敢拖车就要捅人。”
执法人员说，对峙的8人中，一
人到拖车上强行抢了拖车的
钥匙。

伪造车辆的驾驶员提出
要到车上收拾东西，便在两名
同伙的帮助下拉开车门，坐到
驾驶员的位置上，伺机发动车
辆。执法人员发现后立即打开
副驾驶车门坐了进去，并用手
捂住了钥匙孔的位置。

“当时其他 3名执法人
员都被驾驶员的同伙挡着
拦着，我自己在车里，就感
觉外面有人在拽我的腰带，
也有人在撕扯我的衣服，因
为我的右腿还在车下，撕扯
中车门又夹了腿，胳膊上也
在 撕 扯 中 留 下 了 几 处 抓
痕。”一名执法人员回忆，因
为他当时牢牢抓住了方向
盘，并没有被拖下车，但是
身上的衣服被撕烂了。

在强行抢车无果后，下午
2点多，伪造出租车驾驶员和
其余7人扔下拖车钥匙，逃离
了现场。执法人员此时才脱离
控制报了警，并安排拖车将伪
造车辆拖走。

阻碍执法

严重的可判刑

记者从公安部门了解到，阻
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
职务的，视情节轻重定处罚，重
则触犯刑法要受到刑事处罚，情
节不构成犯罪的，依法进行治安
处罚。

刑法规定，以暴力、威胁方
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
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故意阻
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
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使用
暴力、威胁方法，造成严重后果
的，依照上述规定处罚。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构成妨害公务罪及处刑。这里的

“暴力”，是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的身体实行打击或者强制，如
捆绑、殴打、伤害等；“威胁”，是
指以杀害、伤害、毁坏财产、损坏
名誉等相威胁。构成妨害公务
罪，行为人必须是采取暴力、威
胁的方法，如果行为人没有实施
暴力、威胁的阻碍行为，只是吵
闹、谩骂、不服管理等，不构成犯
罪，可以依法进行治安处罚。

本报记者 孙健

黑出租上常查出菜刀斧头

本报记者 孙健

记者赶到市运管处时，执法
人员已经依法拆除了伪造出租
车上的计价器。据悉，这样的计
价器大部分是从网上买来或从
正规出租车上偷来的。“除了计
价器，还有顶灯，经常有正规出
租车的这两件装备被偷。”执法
人员说。

此外，执法人员还介绍了黑
车的危害。“现在街上有些黑出
租，那是地地道道的‘黑车’，在

被查处之后，经常从车上查出菜
刀、斧头等刀具，有时还有棒球
棒，就放在驾驶员身边的位置
上。”执法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今
年年初以来在黑车上收缴的6把
刀具，其中有一把斧头、两把菜
刀及三把其他刀具。

“黑车上配备这些危险物
品，必然会对乘坐黑车的乘客安
全造成威胁，因此提醒广大市
民，千万不要乘坐黑出租，在发
现黑出租后可以向运管部门举
报。”执法人员说。

▲执法人员穿便装执法时遭抵抗，
衣服被扯烂。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上半年运管处查处黑车时，从车内收
缴的刀具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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