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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人人民民服服务务，，为为百百姓姓撑撑起起健健康康““保保护护伞伞””
——— 兖州公立医院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本报通讯员 王海晏 董体

2013年6月15日,兖州区
人民医院进行改制,引进实
力强大的华勤集团的民营
资本,拉开了公立医院改制
的序幕;2014年5月18日,
医院与济宁医学院附属医
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由
济医附院对兖州人民医院
进行全面托管，医院成为济
医附院的兖州院区，前沿的
医疗技术、先进的管理模
式、优质的服务理念直接

“植入”兖州院区。华勤集团
资本注入一年多、济医附院
托管八个月来,兖州院区历
经两次大的变革发生了怎
样的变化?
日前,记者到济宁医学院附
属医院兖州院区进行了探
访,亲身感受医院在管理理
念、管理效能、技术水平、服
务质量等方面发生的深刻
变化。

2012年6月，在兖州市民的一片
兴奋和欢呼声中，座落在西城区的新
人民医院奠基开工。医院占地280亩，
设计建筑面积1 9 . 4万平方米，床位
1347张，共有员工1254人。如此大规模
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兖州发展史上堪称

“史无前例”。
2013年6月9日，位列中国企业500

强的华勤集团与兖州区政府正式签订
协议，公立医院引入了民营资本。2014
年正月十六，医院顺利搬迁，入住新院
区，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华勤速度、华
勤效能、华勤理念开始昭显，给兖州市
民带来了全新的感觉。

千改万改最终还是让群众看病方
便，少花钱、看好病，而解决这一问题
的关键还是医疗人才培育、医疗水平

提高和服务质量提升。于是，华勤集团
与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达成战略合作
关系，由附院托管，成立济宁医学院附
属医院兖州院区，这又是一次大胆尝
试。

公立医院改革不只是“改”了管理
层，更不是换换名。兖州院区实行院企
分离 ,采取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
制,按照股份制合作、集团化经营、公益
性服务的原则,保持医院的公益性和非
营利性不变。同时,启动品牌战略和人
事制度改革 ,积极引进高层次技术人
才,吸引更多的病人就医,降低病人就
医成本。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兖州院
区院长于世鹏说,“现在除医疗设备采
购、药品采购等重大采购事项外,华勤
集团不参与医院的日常管理,这让我们

医护人员有很大的自主权。”
于世鹏介绍,医院托管后,患者可

以在家门口享受到三甲医院的医疗服
务,附院副高级以上知名专家每日轮流
来医院坐诊。另外兖州院区还“复制”
了三甲医院的管理理念,医疗技术、服
务水平、满意度等都在逐步提高,门诊
量、住院人数逐渐增长。目前医院日门
诊量在1400多人次,开放的1400多张床
位已不能满足住院患者需求，妇产科、
小儿科、心脑血管科、重症医学科不得
不加床才能满足患者要求。看得出民
营资本的进入并不是图得企业规模的
膨胀和产业的升级转型，兖州市民享
受到先进高端的医疗水平和健康保健
绝不是能用钱来衡量的。

上篇：公立医院改革的“兖州探索”

“新院不仅是环境变好了，关键是
每天都有济医附院的专家坐诊,就医
费用也没有提高。”刚刚做完中耳炎手
术的李女士告诉记者，给她主刀的医
生就是济医附院的专家，但同样的手
术在济医附院得一万五，在省立医院
得两万，这里是家门口的医院，仅仅花
了一万。“在家门口的医院就能享受到
济宁专家同样的服务，费用却省了一
大半，加上省下的来回路费陪护费，方
便又实惠!”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患者看
病住院费用不增加，在当地就能享受
到和三甲医院一样的同质化的优质医
疗服务。”于世鹏介绍。

济医附院兖州院区成立后，按照
济医附院的标准，原来的二级医院引
入了三级医院的管理理念。现在，每天
都有济医附院的医生固定来兖州坐

诊、查房、教学、手术，但收费依然执行
二级医院的标准。医院医务部主任马
凌云介绍,医院改制后,很多病种的平
均住院费用降低较为明显,比如急性
心肌梗死病人,改革后平均住院天数
降低了 1 . 8 天 , 平均住院费用降低
43 . 31%。另据统计,2014年,兖州院区
门诊人数18万人次、出院2 . 2万人次;
与托管前相比,人均门诊费用由197元
降低到187元,降低了5%左右,人均住
院费用由5980元降低到了5570元,降
低了7%左右。药占比从原来的50%以
上降到了40%。费用的降低直接让患
者受益。

“改制不改公益性，让住院费用降
下来，给生命和健康应有的尊严才是
硬道理。”兖州院区副院长王涛告诉记
者。

为了提升患者满意度，医院还新

成立了病人服务中心，每天对一周前
出院的患者进行满意度调查，包括对
医院就诊流程、医生护士服务质量、卫
生餐饮、医德医风等方面。及时发现医
院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整
改。

“办院最关键的是医疗水平和
服务。”兖州院区副院长汪新民介绍，
为切实方便患者就诊,改制后,医院推
行了“增加周末专家力量”、“老年优抚
人员免收挂号费”、“餐厅为血液透析
患者提供免费就餐”、“免费接送班车”
等一系列惠民便民措施,特别是在新
医院的科室布局和服务功能上,坚持
以病人的需求为基准,简化就医流程,
降低医疗成本;同时通过成本控制,降
低医院运营成本,坚持医院结余不参
与分红,而是用于医院下一步的发展
与建设。

中篇：给生命健康应有的尊严

兖州人民医院改革一年多来，硬件设施达到或超
过省级医疗机构的配备标准和要求;先进的管理体系
激发了内部的活力和潜能;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得到
显著提升，某些科室水平达到了省级医疗机构的技术
标准;就医环境和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改善;上级的医疗
卫生惠民政策得到落实，并保持了医院的社会公益性。
这充分体现了兖州区委区政府在公立医院改革中的民
本思维：

——— 民营资本注入带来医疗设备的整体提升。华
勤集团接管兖州人民医院后，拿出2 . 5亿元的资金用
于医疗设备的配备上，其中拥有3 . 0T磁共振、GE64排
128层螺旋CT、数字胃肠X光机等一系列处国全国医
疗科技前沿的医疗设备，各科室的医疗设备也都是国
外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其中50万元以上的设备共59台，
100万元以上设备共43台。

济医附院兖州院区从规划设计到科室布局均达到
最优结构，床位1400多张，可以说标准比省级医院高。
比如说重症医学科，兖州院区设有床位25张，空气成流
净化系统、标准布局，最大程度地避免了交叉感染。病
区恒温恒湿，为病人提供了最佳就医环境。医疗设备全
部为国际最先进的呼吸机、光电监护仪。无论从医疗设
备配置，还是就医环境，可以与北京301医院相媲美。就
连省级医院的专家来参观后，都很羡慕兖州院区的硬
件设施和医疗设备的配置。

济医附院兖州院区还将加大投入力度，新上移动

医疗、移动护理、手术麻醉信息系统、重症监护管理系
统、医院感染管理等系统，向数字化医院迈进。

——— 民营资本的注入带来了医院整体医疗技术水
平和管理体系的提升。目前，兖州院区具有博士学位2
人，硕士学位79人。改革一年多来，医院公开招聘硕士
研究生16名。由“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闫波博士带
领技术团队，推动医院科研学术水平迈向新的高度。

兖州院区院长于世鹏表示，人才是医院发展的基
础，医院还将引进学科带头人3-5名、博士研究生5-10
名、硕士研究生20-30名。

医院改革后，定位于区域性医疗中心，无论从规
模、布局和医疗技术水平上都达到三级甲等医院的标
准和要求。开放的思维更注重了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更
加注重的特色科室的设立和医疗技术水平的提升。

由华勤集团、兖州区政府和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三家组成的混合所有制医院，形成了政府领导、华勤投
资、济医附院管理的发展新格局。华勤集团董事长、济
医附院兖州院区理事长牛腾表示，今后我们将更好地
发挥医院理事会的功能和作用，探索更加现代化规范
的医疗管理制度，推进医药分离。同时，将人才培养以
及提升医疗技术服务水平和护理服务质量作为我们医
院长远发展的重要任务，真正解决好我们百姓看病难、
看病贵，尤其是看好病这个难题，为百姓提供有效地便
捷的医疗护理服务，真正造福地方，造福百姓。

下篇：“兖州探索”的民本思维

济医附院兖州院区近期开展的惠民
便民活动如下：

一、医院为践行群众路线，落实惠民
政策，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残疾人免
收普通、专家门诊挂号费及诊疗费。

二、医院自今年2月份起对所有门诊
特殊疾病透析患者实行“免费透析”，减
免常规透析费用的自付部分，患者不需
要花一分钱。咨询电话：3 4 0 0 9 9 4
13583779794。

三、餐厅为患者免费送餐到床前。医
院从人性化角度考虑，制定措施由餐厅
负责对所有住院患者实行免费订餐与送
餐服务。

四、开通就诊免费接送班车。医院开
通两条免费班车线路，分别从兴隆庄镇
四庄社区和古城小区发车。

五、持身份证就诊挂号费全免。凡持
本人身份证就诊的患者，挂号费、普通门
诊诊查费全免，专家门诊诊查费减半。

六、医院开通孕产妇免费接送专车。
医院本着“呵护母婴安全、畅通健康之
路”的原则，开通了24小时孕产妇免费接
送专车，方便晚间临产和交通不便的孕
产妇出入院，最大程度的保障孕产妇的
母婴安全。24小时服务专线：3815539、
3815120

七、凡在医院出生的新生儿，出院后
都可以免费领到3张价值共180元的洗
澡、游泳、抚触卡，宝宝在出生28天内可
免费享受洗澡、游泳、抚触3次。

八、百岁以上老人来院就诊费用全
免，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九十岁以上老
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

九、为关爱儿童口腔健康，口腔科自
2月1至4月30日为全市8—12岁儿童提供
免费窝沟封闭服务。

十、医院为来进行鉴定的慢性病患
者提供免费早餐，对选择定点医院为我
院的患者，一年内提供免费健康体检一
次。

十一、医院长期开展“万名保健医院
下农户”、“名医下基层，为民送健康”、

“下乡义诊”等公益活动，给偏远农村居
民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咨询与服
务。

3月13日，医院隆重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医疗服务
新模式—掌上兖州医院。患者可通过扫描二维码或添
加医院官方微信按照提示操作，即可将“掌上兖州医
院”软件安装到手机上。实名验证后 , 就能实现用手
机预约挂号、智能导诊、预约挂号、费用查询、报告查
询、体检结果查询、满意度调查等服务功能。除此之外，

“掌上兖州医院”还提供医院介绍、医院导航、坐诊表
单、专家介绍、健康孕妈、健康百科等信息，方便患者及
家属查询。

“掌上兖州医院” 是医院数字化建设的新亮点，
信息化建设的新领域，开辟了智慧就医新途径，简化了
就医流程。其中患者信息查询系统通过手机登陆后可
以随时随地了解医院动态及专家坐诊信息，实时查询
费用、检验和检查结果等。检验、CT、磁共振、放射、超
声、内镜和各种检查报告在线自助查询属于国内率先
推出。将手机的移动便携性充分应用到医疗流程中，把
医院装进手机、把健康握在手里、把专家请到家里。这
是医院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的一项
重大举措。

“掌上兖州医院” 用技术拉近患者与医院的距
离，用科技点亮医疗机构未来发展的信息化、智能化之
路。

相关链接

济医附院兖州院区

惠民便民举措多

“掌上兖州医院”

开启“移动医疗”时代

延伸阅读

掌上兖州医院二维码

多对一亲子指导，促进宝宝早期
智力开发。

医院就诊免费班车覆盖20个社区。

医医院院全全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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