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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扬帆帆破破浪浪勇勇争争先先 沧沧桑桑巨巨变变展展新新颜颜
——— 聊城市卫生计生四十年事业发展记忆

从1978年改革开放始
到1998年撤地设市，再到
2012年的新时代，改革开放
正式迈入第40个年头。

这40年来，聊城市医疗
卫生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1978年，笔者还是
一个二十一二岁的毛头小
伙子，当时聊城医疗卫生条
件十分落后，区域内仅有几
家二级医疗机构，从业人员
少，看病的老三样是“听诊
器、血压计、体温表”，很多
群众有了病看不起，“小病
扛，大病拖”的现象非常普
遍。到1998年撤地设市时，
全市卫生机构也只有2 3 4
个、医疗机构184所，卫生机
构床位数不足万张，技术人
员 刚 过 万 人 ，其 中 ，医 生
5223人、护士1038人；全市
卫 生 系 统 固 定 资 产 总 值
36360万元，这里面专业设
备价值是11119万元。

如今都拥有了核磁共
振、生化免疫流水线、PCR
等高精尖医疗设备；从赤脚
医生，到通过互联网+与国
内外专家无缝连接；从群众
患病找医生，到享受签约家
庭医生上门服务；从看病
远、看病难到覆盖城乡的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建立……

特别是2012年进入习
近平新时代以来，聊城的医
疗卫生有了一个飞速发展，
到现在全市已有各级各类
医疗卫生机构553所。其中，
三级医疗机构4所、二级医
疗机构24所、乡镇卫生院及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236所；
全市拥有注册执业(助理)医
师12050人、护士14010人；
开放床位达到24460张，基
本满足群众需求的医疗服
务格局。

四十年沧桑巨变，聊城
市医疗制度改革加快推进，
医疗设备越来越先进，高端
医学人才越来越集中，服务
水平越来越高，医疗政策越
来越惠民，遍及城乡的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医
疗卫生事业的飞速发展为
城乡群众带来了巨大的健
康红利。

聚焦民生，助推健康聊
城建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作出“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的重大决策，聊城市努

力提升卫生与健康在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战
略地位，公布实施了“健康
聊城2030”实施方案，通过
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打造健
康环境、壮大健康产业等多
种途径，全社会关注健康的
氛围愈加浓厚。启动了健康
促进示范县(市区)创建，开
展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
项目，高唐、开发区已成为
全省健康促进县(市区)。把
握信息化建设新机遇，加快
推进智慧医疗项目建设，投
资2000万元，完成了基础资
源、电子病历、健康档案、全
员人口四大资源库建设，完
成了市级平台框架搭建，基
层医疗机构信息管理系统
建设顺利推进。目前，已开
通100M专线174条，10M村
级专线4194条。二级以上医
院对接率为100%；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对
接率为98 . 57%；电子病历资
源 库 累 计 上 传 数 据 超 过
3 . 16亿条，真正变群众“跑
腿”为数据“跑腿”，使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大医院
专家服务。加快了健康产业
规划编制，推动了医疗卫生
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目
前，全市已开展养老服务的
医疗机构22家，独立运行的
医养结合机构11家。东昌府
区、临清市、茌平县、东阿县
被列为医养结合示范先行
县，市医养中心等4个医养
结合项目被推荐为省级医
养结合重点项目，全市纳入
健康管理的老年人数已有
49万人，已经享受到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的常住老年人
数达33万人。

40年来，聊城市借国家
医改惠民东风，先后实施基
层医改、县级公立医院改
革、城市公立医院改革，全
面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障制度，有效缓解了群众

“看病难”、“看病贵”的困
局。2013年在东阿县进行了
医院管理体制改革，在全省
乃至全国较早地建立了法
人治理结构，成为全省乃至
全国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的
典范。2016年在全市32所公
立医院全部建立法人治理
结构，形成新的管理体制和
运行机制。建立了811补偿

机制，并先后调整医疗服务
价格2000余项，2018年扩大
实施单病种限价收费品种，
总病种数已达105个。控制
医疗费用过快增长成效显
著，在2016年全市医药费用
增长9 . 5%的基础上，2017
年、2018年上半年增幅继续
放 缓 ，分 别 是 7 . 8 8 % 和
5 . 9%，患者看病费用明显减
轻。全面推进分级诊疗试
点，全市已建立医疗联合体
22个，覆盖医疗机构197家，
实现了县(市、区)和市直二
级以上公立医院全覆盖。此
外，家庭医生也走进寻常百
姓 家 ，目 前 ，全 市 已 组 建
1451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签约 1 5 0 6 2 3 4人，签约率
24 . 83%，其中重点人群签约
838008人。被评为“2015年
全国医疗卫生改革示范单
位”，省委深改组专门刊发
聊城市医改工作经验做法，
并在杭州全国医改高层论
坛上介绍经验。

40年来，聊城市不断加
强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医疗
卫生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在2013年登上了全省首批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至高点，
目前，全市三级甲等医院数
量已达4家，二级甲等医院
数量19家。坚持南引北联，
东融西借，引来国内外医
疗高端人才，市人民医院
分别与上海华山医院顾玉
东院士、上海长海医院李
兆申院士签署院士工作站
合作协议；市疾控中心建
立了徐建国院士工作站。
市第四人民医院也成为冀
鲁豫三省交界处精神类疾
病集预防、治疗、教学、科
研为一体的区域性医疗中
心，全国精神卫生交流大
会在这里召开；东阿县人
民医院作为唯一县级医院
代表在全国医疗管理工作
会上发言，国家卫生计生
委连续两年在该院开全国
县级医院管理品质持续改
进示范医院现场观摩会；
四川、山东省卫生计生委
号召全省县级医院向东阿
县人民医院学习；东昌府
区妇幼保健院成为全国县
区级妇幼保健系统首家通
过ISO15189认可的医学实

验室，全国的县级妇幼保
健机构经验交流会在该院
召开。同时，创建了全国基
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县4个，
打造了亚圣“成无己”中医
药学术文化思想品牌，全
市国医堂建设实现全覆盖，
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

创新托起百姓健康梦，
聊城创新实施了“全民健康
工程”，开展了上门查体、义
诊、健康巡讲、保健课堂，

“赶大集，送健康”等系列活
动，成为全省健康教育的一
面旗帜，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持续提高，在全省卫生计生
工作会议上做典型发言，并
作为优秀案例在全国健康
促进大会上展出；创新开展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预防接
种项目与免疫规划相结合
的精细化管理被王随莲副
省长称为“聊城模式”，在全
省推广；创新实行邻里互助
护理和集中供养模式，已覆
盖全市103个乡镇、777个
村，护理老弱病残贫困群众
3415人；试点了长期服药贫
困人口药费补贴，实施了

“八个一”工程和分类救治，
实现了对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八个一”工程的全覆盖，
并完成患病贫困人口的分
类救治1999人。扎实做好各
项惠民便民活动，实施为贫
困人口、低保户白内障患者
实施免费复明手术、六项妇
幼免费检查项目、两癌筛查
和贫困儿童先心病救治等

“八项免费工程”，惠及千家
万户。

从看病难看病贵到健
康福祉惠全民，改革开放40
年来，聊城市医疗卫生事业
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群众享
受到健康红利越来越多，大
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也在逐年上升。

风起正扬帆，策马启新
程。未来聊城市的医疗卫生
工作将满怀豪情，以更加饱
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
志、更加务实的作风，紧紧
围绕健康中国战略来开展，
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地位，努力全方位、
全周期保障全市人民健康，

不断演奏出医疗卫生
事业更加美妙的乐章。

(王长新)

为认真贯彻落实《山东省计划
生育协会青春健康工作五年规划
(2015-2019年)》，进一步推进全市青
春健康工作深入扎实开展，11月2
日，聊城市计生协到县市区青春健
康教育基地听取汇报、查看资料，实
地观摩，依据标准，对青春健康工作
进行调研评估。

这次青春健康工作调研，从主
题突出，功能齐全，设施配套，管理严
格，活动经常五个方面进行了评估，
较好的青春健康俱乐部有东昌府区
王卷帽社区青春健康教育示范基地、
东阿县牛角店镇青春健康教育示范
基地、阳谷县青春健康俱乐部-阳谷
县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

此次青春健康工作调研对全市
青春健康教育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作
用，评估较好的教育示范基地负责
人表示会再接再厉继续做好各方面
的教育工作，在评估中存在差距的
青春健康俱乐部，也表示今后多学
习借鉴优秀的青春健康示范基地的
方法和经验，不断完善设施，做好本
地青春健康教育活动，更好地为青
少年的健康成长做出贡献。(陈冬梅)

聊城市计生协开展

青春健康工作调研评估

11月7日下午，以聊城市审计局
副调研员刘军为组长，聊城市地震
局副局长刘法立为副组长的的省级
文明单位考核组一行5人，对聊城市
肿瘤医院进行省级文明单位年度复
审。考核组通过实地考察、听取汇
报、查阅材料等形式全面深入地了
解医院的省级文明单位创建工作情
况，并作出了积极评价。

考核组领导表示，自医院成功
创建省级文明单位以来，无论是各
项活动的开展，还是院内外办公环
境的创建气氛、创建形式等，都充分
体现了领导重视程度高、文明创建
机制健全、创建氛围浓厚，创建内容
丰富，尤其是医院在文化建设、医德
医风建设等方面，亮点突出，特色显
著。希望聊城市肿瘤医院继续保持
现有的基础上，以更高的标准，更严
的要求，更实的举措，继续巩固深化
省级文明单位创建成果，为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作出应有的贡献。

(冯晓丽 付言彬)

聊城市肿瘤医院

迎接省级文明单位

考核组年度复审

声明
红星美凯龙聊城商场一楼阿尔贝娜

展位，法人：郑金水，将原有增值税普通发

票丢失，发票代码：3700171320，发票编号

为：000589134，金额人民币(大写)21999 . 84

元，发票据日期：2017 . 10 . 31。

在此声明此发票作废，由此产生的任

何责任与聊城星河置业有限公司无关。

声明
魏晨熙，性别：男，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出生日期：2012年12月19日，出生编号：

M37 0 8 8 9 6 7 8，父亲：魏华伟，身份证号：

371525198906253019，母亲：韩桂真，身份证

号：371525198711034481，出生医院：东昌府

区妇幼保健院，声明作废。

厂房出租
出租原聊城棉花库一

处(聊堂路周公河西路北)，
占地135亩，交通便利，水电
齐全。有砖混仓库10栋(1万
平方米)；钢结构仓库6栋(1
万平方米)；铁路专用线2
条；货台面积3千平方米；露
天仓库1万5千平方米(已硬
化)；办公用平房10间(250
平方米)。可整体出租，也可
分租，有意者价格面议。
联系人：高经理13963006556
王经理15263560016

为了让市民们对日常
生活的水有更加深入的了
解，从而更好的保护我们的
水环境，10月23日，由聊城
大学青年化学社举办的“水
质分析——— 用心守护我们
的家”活动在聊城大学东校
区6号实验楼B区408室举
行。活动中，青年化学社共
准备了4份水样，由志愿者
用PH试纸进行测量。并与
标准比色卡进行对比。后进
行手持PH计的使用演示、
电导率仪的使用演示，通过

数据分析，得出了不同水样
的纯度是不同的.通过本次
活动，让广大志愿者们了解
到水中常见的杂质离子，使
志愿者们真正理解保护水
环境的重要性。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张瑞琪

水质分析
为了提高当代大学生

的节水环保意识，真正将节
水落到实处，10月28日，聊
城大学青年化学社举办了
主题为“治一处污染，还一
方净水”的水环境PPT制作
大赛。活动中各位参赛选手
从多个角度对我国现在的
水资源情况进行了讲解，加
强了同学们对水资源的认
识，感受到当前形势的严
峻，护水、爱水、惜水刻不容
缓。通过本次活动，提高了
选手们的的动手、创新能

力，更强化了我们对于护水
的责任感，使得我们了解了
更多的节水方法，今后能够
更好地为保护水资源尽一
份力。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常灿灿

提高环保意识

为向中小学生普及有关
保护水环境的知识，提高中
小学生保护水环境的意识，
11月6日，聊城大学青年化
学社来到聊城市滨河实验
学校进行保护水环境的宣
讲活动。活动中，聊城大学
青年化学社成员通过讲解
PPT向同学们生动地介绍

了有关水环境的现状，让同
学们通过了解现状来体会
水资源的宝贵。课堂活动中
滨河实验学校的学生们积
极热情，勇于提问，表现出
了良好的精神风貌，本次活
动也颇受滨河实验学校的
支持，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
下，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廉永健

小手拉大手
挂失声明
党安磊不慎将聊城

交运集团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的续保押
金单据丢失，凭证号码：
0019118，声明作废，因此
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由
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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