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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上午，山东省立
医院(集团)槐荫医院揭牌暨
与居民家庭医生签约仪式在
济南市槐荫人民医院举行。槐
荫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朱玉
明，我院院长秦成勇，副院长
卢宝彦，槐荫区副区长陈锐，
槐荫区卫生计生局局长刘剑，
槐荫人民医院院长李忠华，我
院对外合作与医务社会工作
处处长宋开兰，医务部负责人
王波，医疗保险办公室主任孙
桂芳，门诊部副主任郑彦出席
揭牌仪式。

陈锐在讲话中指出，山东
省立医院(集团)是我省卫生
系统龙头单位和山东省规模
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医疗集
团。槐荫人民医院承担着槐荫
区50万人口的医疗工作，是槐
荫区唯一一家区级医院，在地
域上与省立医院同在槐荫区。
两家医院开展医联体建设是
槐荫区卫生系统的一件大事，
不仅有利于提升基层的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也是推动分级

诊疗模式的重要方式，有利于
形成医疗机构之间的分工协
作机制。在医联体内加快推进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与二、三级医院
之间的机构组合签约模式也
可以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的
现实问题。

卢宝彦表示，通过成立山
东省立医院(集团)槐荫医院，
以及槐荫医院与家庭医生的
签约，打造出了“3+2+1”的紧
密型医疗联合体。我院作为三
级医院，将发挥管理优势和品
牌效应，选派专家到槐荫医院
坐诊，通过社区医生预约，居
民可就近看上我院专家的门
诊；我院检验中心、影像中心、
病理科承担医联体内的相应
区域中心职责，居民在社区记
账，到我院检查，享受社区就
医的报销比例，保证了优质资
源共享。槐荫人民医院作为二
级医院，要充分发挥枢纽作
用，辐射、带动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机构，逐步形成分级诊疗

模式；槐荫人民医院还在其南
院区共建了内分泌病房，有我
院专家定期查房与门诊，真正
做到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同
时，要进一步发挥远程医疗与
云医院的作用，建立“一体化”
信息系统，争取早日实现两院
诊疗信息互联互通，科学实施
双向转诊。

李忠华表示，山东省立医
院(集团)槐荫医院揭牌，是顺
应国家公立医院改革、推进分
级医疗建设的重要举措，医院
将以揭牌和签约为契机，在发
挥肛肠专业优势的基础上，以
山东省立医院医疗联合体为
依托，加强医院在人才、技术、
管理等方面的学习，全面提升
医院医疗服务水平，为患者提
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会上，秦成勇和朱玉明
共同为山东省立医院(集团)槐
荫医院揭牌。宋开兰、李忠
华同社区居民家庭医生服务
团队主任签约。
(对外合作与医务社会工作处)

山山东东省省立立医医院院((集集团团))槐槐荫荫医医院院成成立立
打造“3+2+1”的紧密型医疗联合体

7月18日，山东省卫生计
生委机关党委调研员、直属
机关纪委书记崔成立同志深
入我院临床党支部,对党支部
规范化建设情况进行调研指
导。他先后到医技第二党支
部、保健第三党支部、外科第
三党支部，深入了解了党支
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
情况，指导党支部档案规范
化建设工作，与基层党员干
部面对面交流。

在调研中，崔成立对我
院党支部规范化建设的积极
开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崔成
立指出，党支部是构成党的
整个组织体系的基本单元，

是开展党的活动的基本单
位，重视党支部建设，是党的
优良传统和重要经验。崔成
立强调，一是要把握不同类
型党支部的特点，结合工作
实际，紧紧围绕健全组织设
置、规范组织建设、严格组织
生活、严明组织纪律、强化组
织功能，切实把党支部建设
规范起来、把作用发挥出来。
二是要结合普通党员工作生
活的需求和关心的热点问
题，把学习教育融入到日常
工作和生活中，切实解决基
层的突出问题，确保取得实
实在在的效果。

(宋红红)

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
设宣传教育，进一步严明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7月27日下
午，医院组织全院各党总支书
记及委员、各党支部书记及委
员、职能部门正副职、科级以
上干部、各科室主任、护士长
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永不停歇
的征程》。院长、党委副书记秦
成勇，党委书记王一兵及领导
班子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医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姜民
杰主持。

《永不停歇的征程》通过
触目惊心的案例，深刻剖析了
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
的思想根源，对党和社会带来
的重大危害，为全院党员干部
职工敲响了警钟，上了一堂鲜
活的警示教育课。在警示教育
片两个多小时的放映时间里，
与会人员都神情严肃地认真
观看。警示教育片里具体的案
例及当事人反思的深刻教训，
在观看人员心中引起了强烈
反思。

姜民杰在讲话中要求，医
院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案为鉴，
汲取教育，充分认识到反腐倡
廉的严峻性，以教育片中的反
面典型案例为鉴，牢固树立廉
洁自律意识，正确行使手中权
力，规范自身行为;要牢记宗
旨，严守底线，切实增强反腐
倡廉的自觉性与坚定性，坚守
纪律“红线”，不断增强纪律意
识、规矩意识、责任意识;要严
格监督，落实责任，不断增强
制度体系的执行力，加强对领
导干部、重点岗位、重要人员
的监督与管理，构建好廉政风

险防控体系，深挖风险点，筑
牢防火墙，认真落实“一岗双
责”;要严于律己，当好表率，
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作
用，增强对法律法规的敬畏意
识，依法行医，廉洁行医，树清
风正气。

集中观看结束后，大家受
到了强烈震撼和深刻教育，纷
纷表示要从警示片中汲取教
训，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章
党纪党规，不断提高党性修养
和思想道德修养，增强自身廉
洁自律意识，更好地为人民群
众的健康服务。 (宋红红)

7月21日上午，济南市社
保局李学强处长、韩东副处长
一行5人来我院调研日间手术
推进工作。我院医疗保险办公
室主任孙桂芳、副主任王孝
勇，医务部负责人王波及信息
网络管理办公室相关工作人
员参加了此次调研会。

孙桂芳主任对李学强处
长一行表示欢迎，并指出我
院自2016年7月1日正式施行
日间手术，截至目前共完成
日间手术4000余台次，日间
手术开展率不断提升，并取

得一定成效，但仍处于初步
开展阶段。随后，医务部田振
华详细汇报了我院日间手术
开展情况及医保支付方面存
在的问题。

李学强处长对我院的热
情接待表示感谢。韩东副处
长对我院日间手术开展工作
给予肯定，并详细介绍了社
保部门在推进日间手术方面
的工作计划。双方就我院日
间手术推进工作进行了深入
交流及探讨。

(田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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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下午，台湾夏令
营团在国家卫生计生委港澳
台办、省卫生计生委科教国
合处负责人陪同下来访我
院，副院长、党委委员董庆，
口腔科主任张东升，药剂科
主任沈承武，教育部主任朱
强，科研部副主任王夏炜，临
床医学检验部副主任王勇，
护理部副主任孔冬参加此次
接待活动。

董庆代表医院向此次到
访的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副院长郑丞杰以及来自高雄
医学大学、中国医药大学、中
山医学大学、台湾大学、台北
医学大学、济慈大学的医学
生们表示诚挚的欢迎，并介
绍了我院的医疗规模、服务

能力、学科设置和专业特色。
郑丞杰表示，自2007年起，国
家卫生计生委已经举办了十
期台湾医学院校学生夏令营
活动，在广大台湾医学生中
产生积极反响。他表示，通过
参观科教园区和观看医院
120周年宣传片，对我院的悠
久历史、医学教育、医疗服务
能力印象深刻。

座谈会后，药学系、医学
检验与生物科技系、牙医系、
医学系和护理学系的台湾医
学生在各专业主任的陪同下
参观了药剂科、临床医学检
验部、口腔医院、远程医学中
心、疼痛科等相关科室，了解
了我院的先进诊疗技术。

(尹永超)

7月21日，省卫生计生委
在济南召开全省名老中医命
名表彰暨人才发展工作会议。
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
袭燕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由
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孙春玲
主持。

李安源教授荣获山东省名
老中医荣誉称号并于会前得到
了王随莲副省长的亲切接见。
我院中医科牟林茂教授和王海
泉教授荣获山东省名中医药专
家荣誉称号。此次评选是山东

省卫生计生委、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省中医药管理局三
部门根据《关于印发山东中医
药名医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
和《关于组织开展山东省名老
中医、名中医药专家和基层名
中医评审工作的通知》要求，经
个人申请，单位推荐、省名中医
药专家50岁以下申报人员笔试、
量化打分、专家评审、公示等程
序选出。

李安源，山东省立医院中
医科主任医师、教授，山东大

学及山东中医药大学博士生
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
经验继承工作导师，国家重点
专科学术带头人。齐鲁名医、
山东省名老中医。是第四届中
华中医药学会理事、第四届山
东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华中
医药学会儿科研究会常务委
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儿科专
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中医儿科研究会常
务理事，山东中医药学会儿科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擅长

中医儿科及内科疾病的诊治，
尤其采用中药冶疗发热性疾
病、呼吸及消化系统常见病、
抽动症及多种疑难杂症疗效
显著，受到广大患者好评。近
年来，指导博士及硕士研究生
30余名，承担国家及省部级课
题8项，获省科技进步奖7项。
发表科研论文80余篇，SCI论
文20篇。主编著作4部。获中国
中西医结合贡献奖、中医药贡
献奖，中医药工作三等功奖励
等。 (朱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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