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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临清清市市：：““一一站站式式””结结算算方方便便贫贫困困患患者者

热烈祝贺京师律师被聘任为莘县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共冠县县委、冠县人民政府法律顾问

2018年11月，北京市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
记、副主任、民商事法律事务部主任刘军华先后被聘任
为莘县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冠县县
委、冠县人民政府法律顾问。

行业经历：
现任：北京市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

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民商事法律事务部
主任

1995年通过全国律师资格考试，从事
专职律师工作。

1996年至2008年执业于山东光岳律
师事务所任所副主任。

2008年发起成立山东普新律师事务
所，担任合伙人，副主任，党支部书记。

2016年10月执业于北京市京师(聊城)

律师事务所，担任党支部书记、副主任、民
商事法律事务部主任。

个人荣誉：
2005年在山东省首届公诉人、律师辩

论赛中取得二等奖并获得“优秀辩手”称
号；

2010年6月被聊城市司法局评为首届
“十佳律师”；

2012年11月被评为“山东省优秀律
师”并在2016年通过省司法厅复核；

2014年被评为“聊城市巾帼建功标兵”；
2016年被聘为“聊城市委、市政府”法

律顾问；
2017年被评为2016年度“优秀仲裁员”。
联系方式：13969599000

刘军华律师个人简介

“以前看病住院，出院时
凭相关证件和资料得跑到人
社、民政、保险公司等多个部
门申请报销费用，来回奔波，
手续复杂，还不能及时领到报
销补助金。现在好了，住院不
用交押金，出院只要带齐证件
就可以在医院实时结算报销
费用了，‘一站式’结算真不
错！”近日，山东省临清市戴湾
镇晁寨村建档立卡因病致贫
患者李升光老人在新华路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完出
院手续，感慨不已。李升光老

人是临清市“一站式”结算平
台开通后的受益者。

“一站式”结算是贫困人口
享有的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
疗救助、医疗商业补充保险、医
疗机构减免等医疗保障政策集
合体，一张电脑打印的结算单
分列了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
疗救助、医疗商业补充保险和
医疗机构减免个人自付费用等
信息，出院时系统会直接根据
救助和赔付标准进行计算，贫
困患者只需付清自付部分，即
可办理出院手续。

与李升光老人同样受益
的还有今年72岁的唐园镇东
丁皂村贫困户马玉兰老人。
老人患有脑梗塞，生活无法
自理，由老伴吴信臣照顾。最
近因天气变冷，老人受凉患
上急性气管炎，咳嗽厉害，由
她的家庭医生送到唐园镇中
心卫生院内科进行治疗。得
益于“先诊疗后付费”政策，
老人没有交任何费用就住院
了。经过近六天的治疗，老人
的病症得到缓解决定出院。
当老伴吴信臣办理出院手续

得 知 住 院 自 付 费 用 仅 为
90 . 28元时，感到十分惊讶。正
在老人疑惑之时，副院长朱允
建指着结算单上的数据说：“大
爷，您老伴此次看病总费用是
1 5 7 2 . 0 6 元 ，新 农 合 报 销
1311 . 53元，按照标准自付费用
是260 . 53元，由于您老伴是扶
贫对象，还可以由民政部门减
免168 . 23元，医院减免2 . 02元，
共计减免170 . 25元，所以最后
自付费用是90 . 28元。”

为推动健康扶贫工作，今
年临清市卫生计生局联合市

扶贫办、民政局、人社局、保险
公司和县、乡两级卫生医疗机
构召开了“一站式”结算专题
会议，人社局、民政局、保险公
司与各医疗机构签订了“一站
式”结算协议书，实现了在原
有医保报销的基础上，按照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大额医疗
保险、医疗商业补充保险报
销，民政救助及医疗机构减免
的顺序进行“一站式”结算，切
实方便农村贫困人口看病就
医。

(李其辉 邢以山 郝少龙)

凭凭风风借借力力行行大大船船
茌平县丁块卫生院发展纪实

王长新 郭国

一个被合并而且还不是乡镇驻地的卫生院，一个离市县城区不到十公里的卫生院，却能借梯登高、借船
出海、借势而上，让一个全县倒数第一的卫生院走在了前列，这引起了笔者的好奇，在县卫生计生局张明壮局
长的举荐下，大家走进丁块卫生院。

奋力攀高

借势而上

初冬时节，走进丁块卫
生院，整洁的院区环境，宽
敞明亮的门诊，一尘不染的
病房，整齐有序的停车场，
奶黄色的墙壁上悬挂着各
类公共卫生服务宣传和健
康知识，处处是一派安静、
和谐、健康的浓厚氛围……
最近，来到卫生院的患者都
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丁块卫
生院变化太大了！

为进一步加快奋力跨
越的步伐，该卫生院紧紧抓
住全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标准化建设和服务提升年
的契机，加大投入，推进房
屋建设标准化，投资20多万
元，对全院房屋进行修缮粉
刷，对院内进行了硬化、绿
化、美化。推进设备配置标
准化，投资120多万元，购置
DR影像系统、全自动五分类
血液分析仪、胎儿监护仪、
牙片机，以及预防保健、健
康教育和信息化等设施。推
进服务功能标准化，进一步
规范科室设置，完善和强化
特色科室，满足群众医疗、
预防、保健和康复需求；强
化基本医疗服务功能，规范
开展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活
动；严格临床技术管理和质

量控制，规范医疗服务行
为，优化服务流程，就诊、治
疗、缴费、取药、出院等流程
顺畅便捷；加强预防接种工
作，规范预防接种行为，严
格接种服务流程，确保接种
质量与安全。

创新驱动

借梯登高

“这么好的专家能来，
可 真 是 我 们 病 人 的 福 气
呀！”提起崔延旭的名字，群
众伸出了大拇指。这个北京
空军总医院新医正骨中心
委员、中国针刀医学会委
员、龙氏治脊中心委员，从
事骨伤及疼痛专业20多年，
并为航天员景海鹏及多名
省级领导调理过脊柱，且获
得好评的益善正骨弟子，曾
经很多患者为了寻他看病
不惜辗转多地，然后排队等
他看病。

事实上，正是因为崔延
旭的到来，让无数患者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知名专家
的医疗服务，为卫生院理疗
科的发展提供了强大智力
支撑。

近年来，在科室设置
上，院长陈鹏决定改变过去

“大而全”的办院思想，把重
点放在满足农村群众的医
疗需求上，重点发展专科建

设。该卫生院结合人才紧缺
的实际，坚持不唯地域、不
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
观，引进高端人才，已先后
有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
市光明医院等20多位专家
以不同形式，到该卫生院帮
助工作。同时，该卫生院还
发挥当地能人作用，特聘在
当地和周边有很高的声望，
专治不孕、消化胃肠等病症
的乡村医生吕国栋、吕学斌
父子逢集坐诊，吸引和便利
了群众就医。

随着来自全国各地知
名专家的加盟，该院先后独
立完成了白内障复明、内外
混合痔、腰颈椎间盘突出等
一系列高难度疾病治疗，成
为当地及周边患者就医的
第一选择。

开放发展

借船出海

今年6月，聊城市成无
己研究会中医药技术传承
基地在该卫生院挂牌，聊城
市成无己研究会会长、山东
省名中医药专家谷万里及
袁恒勇、薛恩达、李连庆、曹
龙滨等专家还举行了免费
义诊活动，当地120余名居
民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水平
专家服务，帮助当地百姓解
决了健康难题，得到了实

惠。
这仅仅是该院开放发

展，借船出海的一个镜头。
实际上，近年来，该卫生院
主动到省市县大医院“攀亲
结戚”，高端接轨，共享省
市县级优质资源融合医疗
发展，为卫生院的发展注
入了强大的发展活力。与
齐鲁医院建立了心脏远程
监护协同服务平台，使当
地群众在该卫生院的诊断
床上就能通过远程在线服
务系统自动上传到齐鲁医
院，5分钟就出结果，该卫
生院的大夫按照省专家结
果和指导意见，制订方案，
顺利治疗；积极加入聊城
市人民医院医联体和消化
专科联盟，学到了国内乃
至 国 际 最 先 进 的 诊 疗 技
术；融入聊城市中医院、茌
平县人民医院医联体和协
作单位，成为共同发展的
命运共同体，既能使数据
共享，又能更多更好地学
习 大 医 院 的 先 进 管 理 经
验、医疗技术、服务理念。

从“大树底下不长草”
的担忧到“借船出海”的开
放，该卫生院的认识在不断
深化。“大医院和科研学会
是医疗机构发展的龙头，主
动接轨他们，就是接轨机
遇 、接 轨 发 展 、接 轨 现 代
化。”陈鹏如是说。

送红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患
者不说，别人也不会知道。但在物欲
横流的今天，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的医护人员却用自己的行动，向世
人展示了医务工作者高尚的道德情
操。

近日，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目
前正在临清扶贫的郑力强医生接诊
了一位患者李某。李某自述在半个
月前因工作压力大常感头痛、胸闷、
心悸反复，为此，曾在当地某三甲医
院急诊科就诊，对症处理后，症状消
失，但后来，上述症状又反复发作并
多次拨打120送入急诊科，但做心电
图、血生化检查等均未见异常。辗转
无策的情况下，李某找到郑医生，经
诊断，李某属于抑郁状态伴急性焦
虑障碍，通过对症治疗，李某情绪好
转，睡眠改善，躯体症状也逐渐缓
解。李某对郑医生解除了他的病痛
非常感激，为表达谢意，在微信上向
郑医生转发了感谢红包。

郑医生毫不犹豫地婉言拒绝了
李某，他对李某说：“治病救人是我的
职责，并且我们医院本就是无红包医
院，这红包我不能收。能够帮你重获
健康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收获，很
开心又认识了你这位朋友，你找到我
信任我，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祝你早
日康复。”寥寥数语，展现了一位医生
朴素高尚的情怀，李某对郑医生也更
加敬佩，连连表示一定积极配合治
疗，不辜负郑医生对他的付出。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拒收红
包也是恪守医德的表现。退红包成功
的郑医生说：“感觉放下了一块大石
头，无比轻松。”郑力强医生用实际行
动，坚守了医德，树立了廉洁行医、依
法行医、服务群众的良好形象。在聊
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这样医生护士拒
收红包等礼品的事例还有很多，一面
面鲜红的锦旗，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感
谢信都表达了患者最真挚的心声。

(张倩倩)

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医生拒收红包

彰显高尚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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