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政府办印发《聊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16-2020年)》

每每个个县县重重点点建建设设好好两两所所公公立立医医院院
本报记者 张跃峰

8月10日，聊城市卫计委副调研员尹龙祥对外发布了《聊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16-2020年)》的相关情
况。市政府办前不久印发的《聊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16-2020年)》，以居民健康需求、提升服务水平和解决
存在问题为导向，以医疗卫生资源“增加总量、调整存量、优化增量、提高质量”为主线，进一步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配
置，构建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居民健康需求相匹配，体系完整、分工明确、功能互补、密切协作的整
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力争使县域内就诊率

达到90%左右

据尹龙祥介绍，在服务
体系规划方面，按照“总量
控制、科学布局、均衡发展、
有所侧重”的思路，进行卫
生资源的科学调整和配置。

强化城市优质资源供
给。控制现有公立医院建设
规模，推进医院创级上等。
突出临床能力的提升，以发
展优质医疗资源为目标，建
设一批高水平临床专科，重
点加强中医药、肿瘤、心脑
血管、儿科、康复、护理等薄
弱环节能力建设，推进急需
领域服务能力提高。

提升县级医疗机构服
务能力。每个县重点建设好
两所公立医院，即县市区人
民医院和中医院，并全部达
到二级甲等水平，人口超过
80万的县市人民医院达到
三级综合医院管理标准。加
强县级医院以人才、技术、
重点专科为核心的能力建
设，能够承担县域居民常见
病、多发病诊疗，危急重症
抢救与疑难病转诊的任务，
力争使县域内就诊率达到
90%左右，基本实现大病不
出县。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创新管理模式，通
过加大各级政府投入、对口
支援和建立医联体等方式，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完
善基础设施，促进分级诊
疗，强化人才建设，重点加
强全科医生培养和基层网
底建设。

提高公共卫生机构服
务水平。通过补足专业技术
人员和装备，强化业务指导
和培训，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提升业务装备水平，落
实工作和业务经费，适应新
形势下的公共卫生服务需

求。加快社会办医发展步
伐。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鼓励转型”的原则，促进
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领
域。鼓励部分公立医院转
型、改制、重组、升级，提高
社会办医在全市卫生资源
配置比例，引导社会办医向
规范化、规模化、高水平方
向发展。

市属9所公立医院

将新增床位2600张

针对资源配置，根据省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标准，合
理规划配置全市医疗机构
床位，控制总量，优化增量。
床位配置的发展策略是，加
快提升全市床位配置总量；
调整医院床位配置结构，合
理控制公立医院规模，加快
社会办医发展步伐，优先发
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市
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由现
在的4 . 40张发展到5 . 50张。
其中，医院4 . 40张，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床位数1 . 1张。
在医院床位中，公立医院床
位数3 . 0张，其中市办医院
1 . 35张，县办医院床位数为
1 . 60张，其他公立医院0 . 05
张，社会办医1 . 40张。

医院规划方面坚持统
筹兼顾、协调发展，严格调
控公立医院总体规模和单
体规模，规范引导和鼓励社
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逐步
构建以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聊城市人民医院)为引领，
城区三级、二级医院(综合、
专科)为支撑，县级医院为
骨干，公立医院为主体，社
会办医为补充，与人民群众
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医疗服
务体系。市属9所公立医院，
到2020年新增床位2600张
左右。

在社会办医方面，提出

加快发展和新增资源以社
会办医为主的思路，扶持一
批具有影响力、竞争力、多
层次的社会办医疗卫生机
构，争取建设1-2所三级医
疗机构。在符合规划总量和
结构前提下，对社会力量举
办医疗机构具体数量和地
点不予限定。到2020年，按
照每千常住人口不低于1 . 4
张床位为社会办医院预留
规划空间，非公立医疗机构
床位数和服务量达到总量
的25%左右。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有望得到再提升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设
置方面，以加大投入、强化
队伍建设、提升装备水平为
重点，全面提升专业公共卫
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逐步实现由疾病管理向健
康管理转变。专业公共卫生
机构按行政区划分级设置，
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
卫生监督、采供血、医疗急
救、精神卫生专业公共卫生
机构原则上由政府举办，按
行政区划分级设置，三个市
属开发区原则上不再单设
相应机构。县级以下由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
生院和村卫生室承担相关
工作。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
员按有关规定，全部达到标
准配置要求。

围绕卫生人才队伍建
设，提出“打造领军人才、培
育技术骨干、强化人才基
石、优化人才环境”的发展
战略。尤其是在打造领军人
才方面，通过走出去、请进
来等多种形式，加大医学领
军人才培养力度，开展人才
海外高层次培训，培养一批
专业学科带头人。制定优惠
政策，吸引医疗卫生高端人

才来聊城市发展。加强公立
医院院长职业化培训，推进
院长职业化、专业化建设。
进一步加大学科建设投入
和扶持力度，争创一批国家
级重点学科，打造一批省级
重点学科，培育一批市级重
点学科，树立服务品牌，继
续扩大聊城市医疗卫生的
影响力。加强公共卫生人才
的培养，打造专业技术高端
团队，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
平。

医防融合、协同发展。
加强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与
医疗卫生机构的信息共享
与互联互通等协作机制，构
建医防融合综合防治卫生
服务体系。分级诊疗、上下
联动。坚持群众自愿、政府
引导，以提高基层医疗服务
能力为重点，以慢性病、常
见病、多发病为突破口，逐
步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
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
分级诊疗制度。优势互补、
中西并重。坚持中西医并重
方针，以积极、科学、合理、
高效为原则，做好中医医疗
服务资源配置。统筹资源，
医养结合。统筹医疗服务与
养老服务资源，合理布局养
老机构与老年病医院、老年
护理院、康复疗养机构等。
探索医养结合多业态融合
发展新模式，鼓励发展兼具
医疗和养老服务资质和能
力的医养结合机构。政府主
导、多元办医。坚持基本医
疗公益性，明确政府在提供
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中的主导地位。按照“非禁
即入”的原则和“发展一批、
扶持一批、转型一批”的思
路，积极支持社会资本(含
境外资本)举办高水平、上
规模、专业化的医疗机构，
加快多元办医格局的形成。

本报聊城8月10日讯(记
者 杨淑君) 助力聊城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共青团聊
城市委联合齐鲁晚报共同
发起，由聊城市青年志愿者
协会承办、聊城高级财经职
业学校独家全程协办的“青
春创城志愿行动”继续举
办，8月8日，聊城阿尔卡迪
亚酒店的百余名志愿者，进
行水城清洁日公益环保行
动和平安行你我他文明交
通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当天，酒店员工70
余人沿东昌湖西岸道路捡

拾烟头、纸屑、果皮、落叶、塑
料袋等垃圾，一路经过古城
区、南关岛，全程超过4公里，
美化环境的同时，为市民做
出了榜样。文明交通方面，33
名“荣花盛放志愿者服务队”
的志愿者在金鼎商厦路口、
人民医院路口、五星百货路
口协助交警维护交通秩序，
宣传文明交通，劝导行人及
非机动车文明出行。

据悉，全市文明出行专
项行动工作会议召开后，聊
城团市委迅速行动，研究制
定了“青春创城”文明出行

主题志愿服务实施方案，分
配服务区域，明确工作内
容，规范劝导方式，动员全
市各级文明单位、共青团组
织和志愿者团队广泛参与，
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协助市
民形成良好的文明出行习
惯，杜绝不文明行为，进一
步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
市文明程度。

同时，聊城团市委和齐
鲁晚报共同发起“青春创城
志愿行动”，以“平安行·你我
他”文明交通服务、“水城清
洁日”生态文明志愿服务、

“情暖水城”社区文明志愿服
务等项目为重点，组织动员
全市各级志愿者组织为文明
城市创建贡献一份力量。

活动全程协办单位聊
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是国
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学

校积极投身志愿服务活动，
目前拥有教师志愿者“红烛”
服务队，以及“清荷”、“白
云”、“蒲公英”、“机器人”、

“星光”五支学生志愿者服务
队等品牌志愿者组织，拥有
志愿者数百人，该校志愿队
积极参与贫困帮扶、捐助，以
及各种志愿环保行动。此外，
活动支持单位红星美凯龙自
入驻聊城以来，开展了大量
公益活动，体现企业的行业
担当与社会责任感。

水城清洁日公益环保、平安行你我他交通志愿服务

百百名名志志愿愿者者开开展展““青青春春创创城城””文文明明主主题题活活动动

志愿者在捡拾垃圾。

本报聊城8月10日讯(记者 杨
淑君 通讯员 王洪涛) 8月7日，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党委中心组
召开专题研讨会，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7月26日在省部级主要干部
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校党委副书记迟连河先后领学
了中共山东省委、中共聊城市委理论
学习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的通知》等文件，校党委书记朱秋田领
学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上发表重要讲话》。随后校党委中心组
成员就学习贯彻讲话精神开展研讨。

研讨过程中，朱秋田指出，中心
组集中学习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市
委要求，迅速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把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学校党委
和全体党员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朱秋田在研讨会结束时强调，
要全面、科学、系统、准确地领会和
把握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
的深远意义、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
基本要求，准确把握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切实增强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确保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
上来，并以此指导和推动全校各项
工作顺利开展。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党委

研讨贯彻习总书记讲话

记住了一栋建筑，便认识了一
座城。近日，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志愿者走进聊城的各个著名
旅游景点，积极探寻建筑之美，开展
了“手绘建筑风采，共享城市之美”
主题活动。志愿者们将聊城市摩天
轮、水城明珠歌剧院、光岳楼、湖南
路大桥等标志性建筑细心勾勒，用
铅笔将其绘于鸡蛋之上，建筑之美
就在于点、线、面构成光于影的结
合，形成了一幅幅“建筑素描图”。建
筑的高低起伏的变化以及整体的建
筑形象，犹如一幅中国的手卷画。本
次活动不仅令人领略聊城传统文化
之美，精美细致的绘画本身也别具
古典意味、美不胜收。从而推动了聊
城建筑建设，构建魅力聊城。

(通讯员 燕翔)

手绘建筑风采

共享城市之美

挂失声明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学生 孔

玉 娟 ，报 到 证 号 ：毕 字 第
201521335913199，不慎丢失，特声明！

挂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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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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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学习习近平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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