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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铿锵路 而今启新程
聊城市卫生计生委全力打造人民满意的卫生计生行业

■王长新

“十二五”期间，面对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的攻坚期、计划生育
政策的调整期、卫生计生机构改
革的融合期“三期叠加”的机遇和
挑战，聊城市卫生计生委在“提升
人民群众健康保障水平，打造冀
鲁豫三省交界医疗卫生高地，实
现在山东西部卫生率先崛起，创
建人民满意的卫生计生行业”的
战略布局下，直面挑战，务实笃
行，求实创新，着力整合卫生计生
系统网络和资源优势，构筑起百
姓健康屏障。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实现新突
破。全市16家县级公立医院进行了
综合改革，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县
(市)公立医院改革实现了全覆盖。
东阿县在全省率先进行法人治理结
构改革，取消院长行政级别，其管理
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在全省乃至全
国处于领先地位。在全市所有乡镇
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省
统一规划的1490所村卫生室、规划
外的34所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
度。配备使用的基本药物全部网上
统一采购并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
药品价格比改革前平均下降30%左
右；扎实开展12类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项目经费由2009年每人15
元增至今年的40元。在全省首创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预防接种项目经费
单列管理模式，被王随莲副省长称
之为“聊城模式”。投资6 . 5亿改造9
所县级医院、62所乡镇卫生院，全市
所有乡镇卫生院业务用房达标率
100%；全市16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94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站建
设全面完成；投资1 . 05亿元，建设
1500所标准化的村卫生室，达到覆
盖所有行政村的目标。加快推进全
科医生制度，定期对乡镇卫生院人
员进行全员岗位培训。

“先诊疗，后付费”服务模式，
相继在县、乡两级公立医疗机构

全面推行，市级医疗机构以多种形
式积极实施，先后举办“赶大集，送
健康”活动1547次，参加医务人员1
万余人，义诊16万余人，免费发放
健康教育宣传材料30万余份，免费
发放药品83万余元，让群众在家门
口享受到城市医疗专家提供的服
务；大力实施“健康快车”、“贫困白
内障患者复明工程”，完成免费复
明手术17000余例；农村贫困家庭
先心病患儿免费救治项目救治患
儿274名，减免费用1015万元；开展
了“百名专家援基层、千名主治进
乡村”活动，累计下派102名副高级
以上职称和1050名高年资主治医
师开展帮扶工作,群众“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社会满意

度明显提高，2014年聊城市被中国
互联网新闻中心授予“全国医改便
民(惠民)典范市”。

坚持基本国策不动摇,低生育
水平持续得到巩固和稳定。全市
妇女总和生育率持续稳定在1 . 7
左右，孕产妇死亡率由 2 0 1 0 的
1 4 . 9 1 / 1 0 万下降到 2 0 1 4 年的
11 . 92/10万，婴儿死亡率由2010
的年5 . 19‰下降到2014年的3 . 35
‰，均提前完成了国家制定的“十
二五”规划目标；组织开展流动人
口计划生育关怀关爱专项行动，
走访流动人口计生家庭23057户，
外访6403人，免费查体44087人，
落实对35360名流出人员的卫生
计生奖励。开展“计生助福行动”、

“为希望扬帆—计生助学”活动，
已救助181名计生困难学子，发放
救助金36 . 2万元。仅2015年全市
就走访慰问计生困难家庭14137
户，发放慰问品、慰问金921 . 9万
元，发放奖励扶助金2484 . 67万
元，特别扶助金561 . 96万元。

作风是旗帜，是方向，是形
象；好作风是凝聚力，是战斗力，
也是生产力；“作风引领”就是干
事创业的“根”与“魂”。“十二五”
期间，该委始终把好作风转化为
谋发展的实劲、敢争先的闯劲、不
懈怠的干劲，办成了一件件难事、
办妥了一件件大事，靠的就是一
流的工作作风。因此，作风建设，
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推进各项事

业前进，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十
二五”期间该委认真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的要求，按照“落实责任抓党
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思路，加强
了党的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
态，为卫生计生事业发展提供了坚
强保障；争先进位，是目标和定位，
也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只
有坚持自我加压、抬高标杆、强化
责任，瞄着先进学、摽着先进干，才
能坚定不甘落后、跨越发展的信
心，抢抓机遇、敢拼敢抢、争创一
流，以进取的姿态内强素质、外树
形象，用饱含激情的双手抒写卫生
计生“走在前列”的壮丽篇章。

“十三五”期间，该委将继续
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原
则，着力打造冀鲁豫三省交界医
疗卫生新高地和“健康聊城”品
牌，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
多样化的健康需求。人均期望寿
命提至77 . 5岁,孕产妇死亡率降至
11 . 92/10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
下儿童死亡率分别降低3 . 35‰和
3 . 95‰;千人口平均拥有床位5 . 0
张，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达2 . 6
人，千人口护士达3 . 0人;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人均50元以上，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内项目指标达
标率100%;县级中医医院全部达到
二级甲等中医院，100%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85%以上
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70 %以上的
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人
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2‰
以内，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在115
以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覆盖
率达到95%以上;100%的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上门
服务，80%以上的医疗机构开设为
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
的绿色通道，60%以上的养老机构
能够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年人提
供医疗卫生服务。

为将分级诊疗工作落到实处，提升远程医疗服务能力，提高优质医疗资源可及性和医疗服务整体效率，新
年伊始，聊城市卫生计生委便组织分级诊疗试点县市的同志，到上海古美社区及全国首家互联网医院考察学
习。图为参观者体验电脑中医把脉。(史奎华)

以“四铁精神”推动医院创新
国务院“分级诊疗”制度的推出，对城市二级医院是一次

严峻的考验。接下来，此类医院所面临的将是一个爬坡过坎的
历史转折期，“夹缝生存”状态会越来越凸显。面对困难和挑
战，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领导班子把压力变动力，化挑战为机
遇，以“四铁精神”兑现在“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列出
的“整改清单”。

1月14日下午，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通过民主决策、科学决策
设立的“院长科研基金”评议活动如期进行。副院长、主任医师陈
铭，副院长、主任医师张洪军，医务科长、副主任医师谭洪亚主任
等19位副高以上专家团成员担任评委。

参加此次“院长科研基金”评议的科研项目有：神经介入
科宋存峰副主任医师的“脑血管病介入治疗的相关研究”、骨外
科主任医师王光忠的“腓骨高位截骨术后下肢力线改变的测量
及其与治疗效果的相关性分析”、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刘淑英的

“血栓弹力图指导PCI术后选择抗血小板药物”、神经外科主任
医师徐长军的“新型免疫调节分子Tim-3在高血压脑出血中的
作用及分子调节机制的研究”、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刘吉良的“神
经免疫性疾病-水通道蛋白4的研究”、普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忠
宝的“清洁切口不同换药方法对切口的影响”、神经康复科副主
任医师穆静丽的“脐血干细胞治疗脑血管病疗效观察”、检验科
副主任医师宋来春的“干细胞移植脑卒中患者后MAP-2，MF-
M,nestin的相关性检验分析”、检验科副主任医师赵顺峰的“高血
压脑出血患者载脂蛋白E基因多态性分析与预后关系研究”、
CT室副主任医师张丽红的“宝石CT动态500排CTP联合4D
CTA在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应用”、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葛海涛
的“ACE基因多态性与颅内多发性动脉瘤发病关系的相关性研
究”、儿科副主任医师陈丽芳的“支原体感染致小儿神经系统感
染的临床分析”、院内感染科副主任护师吴怀英的“听诊器膜不
同消毒方法消毒效果的研究”、神经外科主治医师王涛的“血栓
弹力图指导下应用低分子肝素钙预防高血压脑出血术后DVT
的研究”、圣经内科主治医师冯博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后认知
功能障碍的纵向对照研究”、神经八科主管护师赵楠的“临床护
士压力源分析及相关对策”、检验科主管检验师徐红霞“血栓
弹力图在溶栓过程中的检测及应用”17项。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些年，聊城市第三人民医
院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科技创新，积极为专业技术人员搭建
公平、公正、公开的技术创新平台，从而为医院创新发展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但是，在科研创新方面同样也存在不严不实的问
题。比如，有一部分人纯属为职称晋升而撰写论文、搞科研，在选
题上注重“高大上”，不接地气，难以和临床实践相结合。通过“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医院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带头查摆工作中的
不严不实问题，并且把“审批的科研成果与临床实践脱节”作为
整改的一项重要内容列入“整改清单”，给全院干部职工做出了
表率。通过评议，专家团成员一致认为，此次参评的科研课题，绝
大部分和医院工作实际结合紧密，有很好的实用价值，是对“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效一次很好的检验。

（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2015年度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监测顺利完成
为预防、控制职业性放射性疾

病，保护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近日，全
市2015年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监测与
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辐射防护监测工
作顺利完成。

按照省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监测
与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辐射防护监测
工作方案要求，聊城市职业性放射性
疾病监测医院为莘县中医院，医疗卫
生机构医用辐射防护监测医院为聊

城市人民医院、聊城市肿瘤医院、阳
谷县人民医院、东昌府区沙镇医院。
此次工作主要对监测点和监测医院
基本情况、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
测、放射诊疗场所放射防护监测等内
容进行检查。接到通知要求后，中心
认真组织实施，不断加强对监测工作
的质量控制，保证监测数据的规范
性、完整性和可靠性，高质量在规定
期间内完成了各项监测任务。

通过开展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监
测与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辐射防护监
测工作，掌握了全市医疗卫生机构
基本情况、设备现状及放射工作人
员健康状况，为制定职业性放射性
疾病防治政策和国家放射卫生标准
提供科学依据，有效保护医疗卫生
机构放射工作人员、患者和公众的健
康权益。

(公共卫生科)

医嘱规范促进医护工作一体化
随着国家医改工作的不断深入

开展，医院的信息化建设也突显其重
要性，尤其是作为基础的医嘱字典，
也亟待进一步标准化。为此聊城市二
院成立专门组织，制定信息标准化建
设活动方案，对现有的医嘱字典进行
标准化建设工作。

2016年1月9日，聊城市二院医务
部、护理部首次共同召开医嘱字典小
组会议。医务部副部长陈美璞强调了

医嘱字典规范化的必要性。1月11
日，在护理部刘爱玲部长的组织下，
医务部、护理部、门诊部等部门二十
余人在北行政楼会议室召开医嘱字
典规范化二次会议。此次会议成立
了医嘱字典专家组和业务指导组，
由医务部副部长熊攀担任专家组组
长，业务指导组分为护理组、治疗组
和医技组三个小组，护理组长由柴
秀平护士长担任，治疗组组长为高

恒岭、商西丹主治医师，医技组组长
为解耀锃副主任。

会上，大家就医嘱字典标准化工
作进行讨论，指出当前医院的医嘱字
典中存在的个别重复、不规范的内
容。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建议运行“母
-子”化医嘱模式，对原有医嘱字典进
行全面整合分类，使医嘱更加明确、
规范。

(张伟 王龙岩)

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我们勇敢前行
为了进一步提高从业人员的业

务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团队协作能
力，丰富员工业余生活。1月13日，聊
城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健康服务筹
划已久的“心理健康杯”知识竞赛暨
首届技术比武拉开帷幕。本次竞赛本
着公平、公正、公开、求真、求实、求精
的原则，以夯实理论基础、提升职业
素养、提高实践能力为目的，扎实推
进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化、意识全员
化，全面推进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等工

作的科学化发展。
本次比赛题目板块设置为必

答题、抢答题、风险题环节。各代表队
以扎实的专业知识、精湛的专业技
能、融洽的团队协作，赢得大家的阵
阵掌声。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必
胜客”队摘取了本次比赛的桂冠。

比赛结束后，院长武建胤同志发
表讲话并指出，本次活动非常精彩，
各位选手准备充分，内容紧扣主题，
将全面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与本职

工作联系在一起，将工作、学习中的
各种认识展现出来，充分展示了年轻
人充满朝气、活泼好学的一面。最后，
武院长对中心员工提出希望并强调：
加强学科建设，扎实学习，在自己所
热爱的事业上精耕细作，定能取得丰
硕的果实；其次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
精髓，不断创新发展心理学研究视
角，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永恒的生命
力，是我们学科成长的源泉。

(赵国燕 张采薇)

德医双馨 妙手回春
“非常感谢市中心医院的医护

人员。你们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德
高尚，在没有交钱的时候就先给老
百姓看病，我代表全家感谢你们！”1
月13日，家住茌平的患者张大爷家
属将一面写着“德医双馨，妙手回
春”的锦旗送到我院ICU全体医护人
员手中，表达对ICU全体医护人员的
感激之情。

数日前，患者张大爷因“急性心
肌梗死”由急诊转入ICU进行急救。
患者当时心前区疼痛难忍并放射至

左肩及背部，病情非常危急。我院
ICU和心内科专家会诊后为患者制
定了治疗方案，需立即给患者进行
溶栓治疗。但是溶栓药物费用较高，
而患者家庭情况特殊，负担较重，暂
时无法交清医药费。重症监护室医
护人员本着尊重生命，抢救第一的
原则，立即为患者开放了绿色急救
通道。及时的救治让患者脱离了生
命危险，经过全科医护人员的积极
努力，患者于第三日病情稳定，并转
入心内科继续观察治疗。经过后续

治疗，目前张大爷已经康复出院。
一面鲜红的锦旗，一句感恩的话

语，代表了康复患者对医护人员的
无尽感激。“作为医护工作者，为患
者解除病痛，服务好患者是我们每
个人应该做的事，患者的信任和感
激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今
后我科医护人员将注重医患沟通，
始终把患者的一切利益放在首位，
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和护理
服务。”我院ICU工作人员承诺。

（聊城市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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