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党建引领为核心

助力医院发展迈上新台阶

61岁男子患肥厚性梗阻型
心肌病，出现劳力性呼吸困难、
气短和胸痛，晕厥甚至心源性猝
死随时可能等待着他，救治刻不
容缓。今年6月，山东省立医院心
内科为其进行心腔内超声指导
下室间隔射频消融术，让患者重
获“心”生。而此项手术，也率先
在山东省内实现零的突破。

衡量一家医院水平高低，关
键在于医疗服务能力。国家疑难
病症诊治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国
家移动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
处置中心、山东省创伤中心、山
东省首个综合类紧急医学救援
基地……诸多“国”字头和“省”
字头的落户，不断书写着省立医
院医疗综合服务能力全省翘楚
的辉煌。

“一切成绩的取得，都离不
开党建引领这个核心”。在山东
省立医院党委书记赵升田看来，
党建工作是医疗健康领域实施
新旧动能转换的发动机、助力医
院发展迈上新台阶的推动器。作
为我省公立医院改革的“排头
兵”，健康山东建设的“先锋队”，
抓党建促发展，已成为医院领导
班子的共识。

长期以来，医院全面加强党
的领导健全制度机制，提高政治
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强化理论武
装夯实思想基础，加强组织建设
筑牢战斗堡垒，提升作风水平保
持廉洁本色，切实发挥好党委的
领导核心作用，全面贯彻落实党
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修订完
善《党委会议议事规则》，提升决
策水平和执政能力，真正做到用
制度管权管人管事。

医院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加
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
见》，坚持把方向、管大局、作决
策、促改革、保落实，确保党委职
责得到有效履行，以过硬的作风
和奋斗者的姿态，助力医院掀起
发展新热潮。2018年以来，医院
党委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和省卫健委党组的决策部署，履
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
建设发展中心任务，各项工作取
得了新成效，医院发展得到全面
保障。

医院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
复旦大学“最佳医院排行榜”中
列第46位，在香港艾力彼“中国
顶级医院100强”排行榜中第28

位。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荣获省卫健委“党建工作先进集
体”，省直机关工委“先进基层党
组织”。

以党支部标准化建设为抓手

推动医疗能力实现新跨越

如果说党委是把握方向的
舵手，那么党员就是一个个划桨
的水手，只有齐心协力，医院这艘
大船才能乘风破浪。山东省立医
院把党支部建在科室上，充分发
挥先进党员的激励和带动作用，
夯实医院健康发展的组织基础，
推动医院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通过“双培养”机制，注重发
展医疗专家、学科带头人和优秀
青年医务人员等“高知”群体入
党，同时着力把业务骨干培养成
为党员，充分调动医学专业人员
从事医院党建工作的积极性。通
过“双带头”机制，加强党员科主
任的选拔和队伍建设，培养和造
就了一批“政治素质过硬、医德
医风高尚、业务技术精湛、管理
水平较高、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深
远”的学科带头人，大力促进学
科建设打造“精品”。

医院还将党旗插在岗位上，
支部建设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
经过长期建设，医院各支部工作
与学科建设实现了思想与认识、
目标与任务、制度与落实的高度
融合，全面助力学科发展、学科
建设成果有目共睹。内分泌科被
确定为“985工程”重点学科建设
项目牵头科室，建成临床医技科
室139个，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10
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28个，临床
医学研究所14个。耳鼻喉科、重症
医学科跻身复旦大学最佳专科声
誉排行榜，内分泌科、烧伤科、整
形外科获提名。心外科、妇产科跻
身北京大学最佳临床学科评估排
行榜。学科建设更加有力，必将为
省立医院的跨越式发展增添新
动能，增强新活力。

以党支部标准化建设为抓
手深抓党建，真正调动每一名奋
斗在临床一线的党员，在理论学
习和医疗服务中当先锋、做表
率，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他们主动思考、积极创造、全
身心投入医院的发展建设，关键
时刻冲得上、顶得住、拿得下；他
们在党员的示范引领下，不仅在
灾难救援中冲锋在前，也积极响
应国家号召，支援西藏新疆学科
建设，参加国家医疗队完成援助
非洲及精准扶贫、对口支援等专

项任务，将省医人的责任担当体
现得淋漓尽致。

支部建在科室，真正做到想
患者之所想，从每一个细节处服
务患者。“我们专门设了党员义
务岗，每天早上提前一个多小时
上班。”检验科主任、医技党总支
第二党支部书记张炳昌说，为了
优化服务流程，缩短病人等待时
间，科室特别增加检测窗口，患
者从这边登记完，走过来的时候
管子就送到了，直接进行采血，
基本不用排队。

以守护百姓健康为使命

实现就医服务获得新体验

温馨明亮的独立诊室、术业
专攻的专家团队和个性化个体
化的诊疗方案，近日开诊的有独
立诊室的特色专病功能性胃肠
病门诊，让患者切实享受到了
VIP的贴心服务。如今，医院已
相继推出特色专病门诊60余个，
患者可根据病情直接预约特色
专长医师，享受到系统化、专科
化、有针对性的诊疗服务。

患者进入诊疗程序，大部分
首先要经过门诊，医院在省内率
先推出“全预约”诊疗模式，通过
门诊信息化建设、调整门诊布局
等措施，多方位、全角度地有效解
决患者“看病难”的问题。为提高
患者就诊效率，医院在推进各大
临床专业开枝散叶，支持临床亚
专科分工与细化，促进临床专科
的发展走向深入的同时，也在积
极推进多学科团队的个体化治
疗，即多学科诊疗模式(MDT)。

当前，山东省立医院已成立
多学科整合门诊近30个，2018年
完成门诊多学科会诊1099例，
2019年会诊量在持续提升。与传
统的逐一医院、逐一专业就诊方
式相比，通过一站式多学科诊疗
服务，疑难病症患者就诊时间缩
短了3/4，确诊率由院外的20%
提高省立医院会诊后的80%，疑
难病症诊治水平明显提升，病人
满意度大幅提高。

医院还深化履职尽责、推进
“一次办好”改革，以就医群众和
医院广大职工办事便利度、快捷
度和满意度为衡量标准，持续推
进流程再造、体制创新，推动服
务理念、制度、作风全方位深层
次变革。已公布的首批“一次办
好”事项清单，包括111个具体事
项，患者诸如办理死亡证明、出
生证、打印病例、取药等事项，都
可以只跑一次腿甚至零跑腿。

一项项医疗服务新举措，提
升了患者看病就医的体验感。省
立医院始终牢记“敬佑生命、救
死扶伤”的使命宗旨，扎实落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增强医务人员职业荣誉感和
责任使命感，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在日常工作中亮身份、立标
杆、树形象，带头攻坚克难，引领
带动大家积极投身医院改革发
展事业，促进医院和谐稳定。

扎实开展好“双创双提双满
意”三年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作
风建设，不断激发干事创业热
情。医院各党总支经常会深入社
区或基层举行义诊，将健康送到
人们身边。医院擦亮“大篷车”志
愿服务品牌，通过爱心义诊、健康
宣教、文艺汇演等丰富多样的形
式，助力精准扶贫公益服务活动。
截至目前，大篷车已经累计出站
35次，充分展现了省医人有责
任、有担当、爱奉献的精神风貌。

以新时代发展为契机

助推各项事业再谱新篇章

常修从医之德，常怀律己之
心，常思为医之道，常循大医之
行。省立医院作为山东省卫生系
统的龙头单位，不仅是省内首屈
一指、全国知名的历史名院，还
拥有省卫生系统最大的基层党
组织。全院有10个党总支、55个
党支部、1853名党员，人多力量
大，在省医人看来，大就要有大
的样子、大的作用，也理应承担
更大的责任、有所担当。

2018年12月7日，中国共产
党山东省立医院第八次代表大
会召开，部署全面实施“省医振
兴战略”，努力建设国际知名的
研究型现代化强院。为实现这一
伟大目标，医院持续推动“大学
习、大调研、大改进”，从去年开
始，新一届领导班子深入临床一
线科室基层，进行全面调研，提出
深化学科建设，不断提升医疗水
平和影响力的具体措施，创新“一
次办好”服务模式，更新观念、转
变作风、优化服务、提升效能。

同时，强化先进理论武装，
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坚持用
党的最新理论武装头脑。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山东省立医院始终
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
产主义的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把医务人员的思
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
署上来。着力建设学习型党组
织，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内
容、方法和载体，建立常态化政
治理论学习制度，严格落实“三
会一课”制度，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全院上
下全面贯彻从严治党，有效汇聚
各方面资源、最大限度地凝聚共
识、形成强大合力。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卸下
“精神枷锁”“思想包袱”，在思想
深处开展深刻的自我革命，破除
一切思想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
弊端，省医人正大步流星、以崭
新的姿态和面貌，将医院各项工
作推向新阶段。

2019年是山东省立医院推
进第八次党代会战略部署和“省
医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省医
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改革
创新，领先发展，不断开创党的
建设的新局面，为实现国际知名
的研究型现代化强院的宏伟目
标，奋力开创山东医疗事业更加
辉煌美好的明天而不懈奋斗。

山东省立医院党建纪实：

突突出出党党建建引引领领奋奋力力走走在在前前列列，，开开创创国国际际
知知名名的的研研究究型型现现代代化化强强院院建建设设新新局局面面

党建
引领真抓
实干，锐

意改革开拓创新。
作为引领山东医
学发展的行业龙
头，山东省立医院
始终高举党建旗
帜，以政治建设为
统领，不断探索创
新党建工作模式，
把党的全面领导
深度融入医院管
理和治理的各个
环节，内嵌渗透到
基层一线的每个

“神经末梢”。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干部的先
锋模范作用，在整
个卫生战线营造
出“改革发展敢担
当，造福百姓有作
为”的浓厚氛围。
引领医院发展迈
上新台阶、实现新
跨越，推动山东省
立医院这艘巨轮
乘风破浪，朝着 "
建设国际知名的
研究型现代化强
院"的宏伟目标奋
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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