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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情暖暖夕夕阳阳霞霞满满天天
——— 聊城市探索医养融合模式工作纪实

王长新 刘锐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夕阳是迟到的爱，夕阳是未了的情，多少情爱，，化作一片夕阳红。”每每
听到这曲优美的旋律，总能让人想到夕阳西下晚霞映红半边天的美景，就如同老人在晚年为自己编织的一个幸福梦。

如今，越来越多的聊城老人在夕阳的余晖里充分享受到医养融合带来的方便和实惠，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乐享幸福晚年年。

高度重视

倾力为老人编制幸福晚年

“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今天，没有
老有所医，就难以实现老有所养。因此，
我们一定要加快推进医养融合发展、对
老年人定期进行体检、改善老年人的医
疗条件等方式，让聊城的老人们病有所
医，更好地拥抱健康长寿晚年生活。”聊
城市委书记徐景颜多次强调。

医养结合是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
的发展方向。做好医养结合这篇文章，
必须统筹力量、整合生态资源、医疗资
源、养老资源，做到医疗和养老双向互
动、无缝对接、融合发展，满足人民群众
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需求。

坚持规划引领，形成齐抓共管、整
体推进的合力。近年来，聊城市委、市政
府树立“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理
念，把医养产业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重
点产业来抓，大力推动“医、康、养、护”
深度融合，将医养结合工作纳入全市

“十三五”发展规划，专门召开了有市发
改委、经信委、卫计委、民政局、财政局、
体育局、食药监局、旅发委、老龄办等8
家市直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参加的全市
医养结合暨健康产业规划座谈会，各部
门分别结合工作实际对医养健康产业
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同
时积极行动，主动作为，发挥各部门优
势，深入调研，抓准基本情况，坚持预见
性和操作性结合，对医养结合建设项目
开辟了“绿色通道”，在各方面予以充分
支持，确保了医养健康产业发展规划编
制工作的顺利开展，形成齐抓共管、整
体推进的工作合力，做好配合服务工
作，倾力给每一个有需求的老人打造

“第二个家”，有效推进了医疗、养老等
资源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推进了养老
服务业的发展。

目前，全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积极
推进居家养老，实际健康管理的65岁及
以上老年人达26 . 6万人，已签约老年人
23 . 9万人；指导医疗机构拓展养老服
务，全市214家医疗机构中，已设立老年
病专科18家，开通老年绿色通道28家，
与养老机构协议合作11家，设置养老床
位5400多张，已开放使用1200多张，入
住老人800多人；协助养老机构开展医

疗服务，全市76家养老机构中，有12家
已内设医疗机构，入住老年人6402人，
其中，失能老人1501人，半失能老人
2212人；培植医养结合市级重点医养结
合项目6个、省级重点项目4个。

医养融合

打破养老与医疗脱节的行业困局

“现在有了颐养中心就更好了，大
家住在一起，吃得好、玩得好、睡得着，
各种设施都有，且环境优美，还有专门
的人照顾，比家里条件好多了，不是家
庭胜似家庭啊。”70多岁的李大娘整天
乐呵呵的说。

李大娘说的这个颐养中心是临清
市医护型养老保健服务中心，它的诞生
意味着聊城养老业进入医养结合新阶
段，打破了养老与医疗相脱节的行业困
局。这个中心总投资4亿元，占地面积
260亩，建筑面积约13 . 5万平方米，设计
床位2000张，该中心建设伊始就明确目
标定位：即用先进的医疗设备、高规格
的服务标准、浓郁活跃的文化氛围、和
谐优美的内外环境、家一样温馨的生活
节奏、优质高效的医养结合特色服务，
让入住老人尽情享受晚年幸福。项目重
点突出医、养、康、护“四位一体”的养
老，建有10万平方米的养老公寓楼、半
护养老楼、服务综合楼(含老年大学、健
身保健、养生餐厅、大型超市、银行等)
等；建有3 . 5万平方米的医疗综合楼，为
老年人提供专业救护、慢病管理、健康
体检、康复理疗、心理慰藉和临终关怀
等服务，“以医助养，以养带医”一体化，
将专业护理、传统康复、机构养老、居家
式养老进行了完美结合。但这仅仅是聊
城市聚力打造医养结合示范市，高水平
建设一批医养综合体的缩影。

老者，要有所“养”，更要有所“医”。
为让医养融合在聊城市成为现实，该市
注重发挥专业机构的龙头效应，积极引
导鼓励二级以上医院开设老年病医院，
开展医疗型养老、护理型养老及康复型
养老等多种形式的养老服务，与养老机
构开展多种形式的协议合作，完善养老
服务机构与医疗服务机构的转诊通道，
为老年人提供治疗期住院、康复期护
理、稳定期生活照料以及临终关怀一体
化的健康养老服务。鼓励医疗机构、养

老机构和社会力量举办医疗养老综合
体，协助对其落实省、市有关优惠政策。
聊城市人民医院医养结合体项目占地
110公顷，分为四个功能区，其中国际医
疗园区包含有1200-1500个床位的综合
医院、1000个床位的老年医疗中心、康
复中心大楼、健康管理中心等;温泉康
养园区，包括护理型养老机构、老年学
院、温泉氧疗中心、银铃公寓等;全龄养
老社区，包含各类养老公寓，满足自理、
介助、介护、失能、失智等不同身体状况
老人的养老需求;医学教育科研园，包
括聊城大学医学院、聊城市卫生中专学
校、医院及学校员工公寓。聊城市第四
人民医院兴办的市祥鹤医养中心，为老
年人提供的医疗康复、居住、护理及保
健、急救等服务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
深受老年人青睐，已是“一床难求”；鼓
励有条件的养老机构开展临床医疗服
务型养老服务，养老机构申办内设医疗
服务机构，为入住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
料的同时开展医疗护理、康复理疗等服
务，整体提高了养老机构的临床医疗服
务能力，让入住者解决了看病就医包括
急救等方面的后顾之忧，东阿民康养老
院内设曙光医院，入住老年人在养老的
同时随时得到医疗保健方面的服务，一
些老年常见病诊断、急救、治疗，包括定
期体检等服务得到满足，这种模式也很
受群众的欢迎；引导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拓展服务范围延伸至社区、家庭，开展
医养结合服务，重点很抓了聊城医养中
心、东阿中医药健康产业园等项目建
设；建立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与合作
医院间双向转诊、急诊急救等绿色通
道，确保老年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
治；对养老机构设置的医疗机构，符合
条件的按规定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
范围。

多元参与

提升养老服务综合水平

“以后有了病在这里就能治，不用
再去医院排队了，而且也不用承担高额
的治疗费用，幸福9号确实是办到了我
们的心里。”在聊城幸福9号和老年朋友
们聊天的过程中，他们纷纷这样说。

聊城幸福9号是东昌府区重点引进
的居家养老项目，近年来他们以“居家

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
相结合”，努力把研究老年人的需求放
在核心位置，把践行国家的养老政策放
在首要位置，积极创新服务模式，聘请
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敌治骨技术第八代
传承人等知名专家坐诊，获得政府和社
会认可，走出一条以社区为依托、医养
相结合的新路子。

为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元化、多层次
的养老需求，聊城市注重做好康养服务
的延伸普及，鼓励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开
展养老服务，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向社
区、家庭延伸，鼓励执业医师到养老机
构设置的医疗机构多点执业，支持有专
业特长的医师及专业人员在养老机构
规范开展疾病预防、营养等非诊疗行为
的健康服务；鼓励基层医疗机构开设家
庭病床，能够保障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同
样享受到医养结合政策的实惠；支持社
会力量兴建的“医养结合”服务机构，积
极打造无障碍审批通道，精简审批流
程，提升审批效率，加大政策规划支持
和技术指导力度，在养老机构依法依规
举办医疗机构的设置审批环节，积极打
造无障碍通道，建设之初就要把养老与
临床诊疗服务综合考虑与规划，形成兼
顾医疗服务的养老服务机构，满足不同
类型的老年人的养老、医疗服务。

支持养老服务中小企业加快发展，
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不断提高科技创新
能力，培育养老知名品牌，形成一批产
业链长、覆盖领域广的养老产业集群。
目前，山东金柱和佑·千岛山庄颐养中
心，是金柱集团联合中国养老行业知
名品牌上海和佑养老集团共同倾力打
造的聊城市有史以来规模较大、标准
较高的养老服务基地，也是聊城首个

“全国智能化医养结合养老示范基
地”，为聊城地区乃至山东省老年人群
体提供老年医疗康复、护理照料、精神
慰藉、养生保健、娱乐修为等综合性、
高品质、全方位的养老服务综合体，已
有700多名老年人居住养老。同时，该
市还鼓励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工
作志愿者定期为老年人开展义诊，将
中医优势融入特色康养服务，开发中
医药与养老服务相结合产品，鼓励举
办以中医药健康养老为主的护理院、
疗养院，建设了一批中医药特色医养结
合示范基地。

“三优知识进社区”活动
是聊城市去年8月份开始开
展的一项重点工作，自工作
开展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得到了广大育龄群众的
认可和好评。为了深入开展
这项工作，把聊城市“三优知
识进社区”活动做得更好，市
计生协会于8月20日举办了

“三优知识进社区”工作骨干
培训班。参加培训的有全市

各县(市区)计生协会办公室
主任和市、县两级专家库成
员。

聊城市人民医院妇产科
副主任，主任医师王晓兵为
大家讲授了“2018年孕前及
孕期保健指南——— 解读”一
个课程。聊城市妇幼保健院
副院长，副主任医师范丽为
大家讲授了“母体甲状腺激
素不足对胎儿神经智力发

育的影响”和“妊娠合并自
身 免 疫 系 统 疾 病 ”两 个 课
程 。两 位 专 家 讲 课 非 常 精
彩 ，培 训 班 上 大 家 听 得 认
真，学到了很多知识，有了
很大的收获。

这次培训非常成功，提高
了工作骨干的工作能力，对全
市“三优知识进社区”工作必
将有更大的推动作用。

(陈冬梅)

聊聊城城““三三优优知知识识进进社社区区””工工作作骨骨干干培培训训班班举举办办

9月3下午，市卫生计生委
第二督查组组长侯笑争带队
到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开展
扫黑除恶督导检查工作。党委
书记、院长武建胤，副院长胡
佰文及院扫黑除恶办公室工
作人员陪同检查。

座谈会上，院长武建胤对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
了全面汇报。督查组详细了解
该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开展情况后认为，医院领导班
子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走在了行业前列。
同时，督查组对下一步的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提出要求，

希望医院在今后工作中，进一
步深化线索排查，提供详实依
据；细化工作措施，靠实工作
责任，完善制度机制；加大宣
传力度，在多个位置设置扫黑
除恶举报箱，畅通群众举报渠
道。

武建胤在表态发言中指
出，下一步该院将重点加强
制度机制建设，深入摸排涉
黑恶线索，抓实日常监管、营
造浓厚氛围，确保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取得实效，为保障
医院健康持续发展，为全市
人民群众心身健康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翟晖 任喜荣 秦潞)

聊聊城城市市第第四四人人民民医医院院迎迎接接
扫扫黑黑除除恶恶专专项项斗斗争争督督导导检检查查

近日，为集中展示全省
群众性计划生育文艺宣传成
果，省计生协会组织了全省
群众性计划生育文艺宣传优
秀节目评选活动。聊城市共
选送曲艺、戏剧、歌舞三类节

目6件，经过省评审小组初评
和评委会复评，其中有3件获
奖。聊城市茌平县计生协会
选送的节目《会亲家》获得三
等奖，聊城市莘县第三人民
医院选送的节目《人生在世

孝在先》和聊城市高唐县赵
寨子镇卫生计生办公室选送
的节目《婆婆也是妈》获得优
秀奖。聊城市计生协会获得
优秀组织奖。

(陈冬梅)

聊聊城城三三节节目目获获评评全全省省群群众众性性

计计划划生生育育文文艺艺宣宣传传优优秀秀节节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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