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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洽圩综合医学研
究院山东分院在济南成立，来
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
患者代表等前来庆贺。该分院
的成立为洽圩综合医学研究院
在山东形成大健康产业格局打
下基础。

新成立的洽圩综合医学研
究院山东分院位于旅游路金鸡
岭别墅区。分院将在洽圩综合
医学研究院的统一管理下完成
科教研任务，还将在济南成立
人才培训基地，为洽圩健康产
业的发展源源不断的输送人
才，建立各种主要常见疑难杂
症的治疗与康复专科中心，设
立解决脊柱问题的治疗康复中
心，利用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技
术为脊柱问题的患者提供安
全、可靠和有效的解决方案，形
成大健康的产业格局。

洽圩健康产业秉承中国传
统医学的精髓，注重与前沿科
学思想和国家先进医学设备以
及医疗手段的有机结合。十几
年来，于晓彤教授带领其专业
团队，探索并创新出综合集成
健康医学和非对抗疗法，形成
了健康医学领域一整套独具特
色的体系。

6月14日，山东大学校园
内，一群身缠粉红丝带进行拍
摄的学生们颇为引人注目。他
们用为粉红丝带运动代言的方
式，纪念自己即将离开的校园
生活。担任此次“粉红丝带·致
青春”主题拍摄的总负责人告
诉记者，随着乳腺疾病的越来
越年轻化，粉红丝带，需要更加
青春的代言人。“这也是我们这
期拍摄‘粉红丝带·致青春’主
题系列的意义”。

6月12日，济南圣济中医门
诊部正式开业。当天，“京城四大
名医”后代及传人、国家级名老
中医、山东名医等专家坐镇义
诊，并现场解答各类疑难杂症。
包括“京城四大名医”施今墨再
传弟子孔繁祥、北京名医索延昌
之子索均在内的多位专家还出
席了“京城四大名医中医传承论
坛”，共同探讨中医传承文化。

开业期间，圣济中医门诊
部举行了多项优惠活动回馈市
民。除了现场抽奖活动和免费
领取精美礼品外，到场市民还
享受到免费测血压、心电图，免
费针灸拔罐，以及免费使用中
频理疗仪等服务项目。

据介绍，圣济中医门诊部
总部位于北京，属中医传承百
年品牌。济南圣济中医门诊部
作为济南首家医疗分支机构，
依靠传统中医优势，并充分结合
现代医学技术，专长于各类疑难
杂症、常见病的诊断与治疗。

联瑭素是从甲型链球菌
中提炼出了一种能快速杀死肿
瘤细胞的神秘物质。这项发现
已被中国医学科学院称为“21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现”，联瑭
素并被当今医学界称为治疗肿
瘤的“生物炸弹”。该药目前已
获得国家药准字认证(国药准
字H20046187)。权威肿瘤专家
向世人宣告：肿瘤治疗已经进
入了生物治疗时代，肿瘤治疗

应首选生物制剂“联瑭素”。
联瑭素是一种全新的生

物反应调节剂，肿瘤患者服用
后5分钟内能迅速渗透全身淋
巴系统，10分钟即可到达毛细
血管所涉及的各个细胞组织，
吸收率极高且无毒副作用。目
前为止，此药是我国唯一的细
胞治疗肿瘤的纯生物药品，药
物直接杀死癌细胞的同时又
能保护到人体的免疫细胞，并

对肿瘤患者放化疗时受损的
骨髓造血干细胞起到修复作
用。此药能彻底阻止手术后转
移，增加肿瘤患者的抵抗力。
肿瘤患者一般服用此药6-7
周，临床症状基本消失，瘤体
逐渐萎缩，特别是对中晚期及
手术后患者有效率极高。此药
进入临床以来，在全国已挽救
了18万肿瘤患者的生命，受到
了肿瘤患者的广泛称赞。

服用3-5天就能改善肿
瘤患者的疼痛、恶心；7天后，食
欲明显增强，疼痛大幅减轻，积
液和腹水减少，甚至消失。放化
疗期间的肿瘤患者，服用15天
左右，脱发现象明显减轻，白细
胞逐渐恢复正常值。联瑭素在
山东上市以来已经把近两万
例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主治：各种恶性肿瘤、白
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以及各
种原因引起的白细胞和血小
板缺乏症。
咨询电话：0531-88549099

400-606-1966
网址：www.zlzl99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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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毕业写真”

为粉红丝带代言

本报讯 6月16日，山东
省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选举
大会暨成立大会在济南南郊
宾馆隆重举行，来自全省17地
市的近1000家民营医疗机构

“抱团”整合谋发展。此举标
志着我省非公立医疗机构有了
全省性非营利性的省一级协会
组织，对我省非公立医疗行业
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据介绍，山东省非公立
医疗机构协会由山东省民政
厅批准成立，是国内规模最
大，也是成立较早的省级非
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国家和
山东省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
领导、嘉宾，以及来自全省各
地非公立医疗机构会员代表
等近千人出席大会。大会选
举产生了山东省非公立医疗
机构会长、监事长、秘书长等
第一届协会委员会成员，陈
建新当选为首任会长。

在协会成立大会上，山
东省民政厅领导出席大会并
宣读审批文件。作为省协会
的上一级领导单位，中国非
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专程为大
会发来贺信。贺信指出：“山

东省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成
立后，将在促进社会办医，提
高非公立医疗机构管理与服
务水平，反映行业诉求，加强
行业自律维护行业权益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山东
省乃至全国非公立医疗事业

发展的一件大事和喜事。”
成立大会上，山东省非

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与多家金
融机构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并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等知名高校达成了人才培养
战略协议。山东省非公立医

疗机构协会还于当日组织了
慈善拍卖，并成立了健康医
疗救助基金 ,两位接受救助
的患者代表来到现场，讲述
了自己在公益基金救助下战
胜病魔的感人故事。

(本刊记者 佟霞)

6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促进社会办医健康发
展，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需
求；今年年初，山东省卫计
委、发改委、财政厅等也联合
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社会
办医的若干意见》。党和政府
对非公立医疗机构的极大关
注和一系列促进非公立医疗
机构健康发展政策的出台，
为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发展带
来了新的机遇。山东省非公
立医疗机构协会会长陈建新
表示，协会的成立将为这些
政策的有效落实提供现实基
础，为缓解我省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作出积极贡
献。

陈建新表示，协会正式
成立后，将着力解决会员单
位发展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主要困难和重点诉求；同时
整合医疗行业资源，形成产
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医疗
合作新格局。

陈建新介绍，2015年协会
的重点工作职能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依法维护非公
立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合
法权益，做好人才的引进、管
理、培训、储备等工作，打造
名医名院；二是营造民营医
疗机构良好的发展环境，争
取会员医院在用地、融资、
设备采购、医保定点等方面
的优惠政策；三是建立统一
采购平台，降低广大会员医
院的运营成本，减轻群众就
医负担；四是举办行业相关
培训及业务技术咨询活动，
全面提升医务人员整体医技
水平与服务水平；五是建立

行业自律机制，规范行业经
营行为，形成有序发展；六
是加强商业医疗保险与基
本医疗保险的衔接，拓展会
员单位保险筹资渠道；七是
积极调控各会员医院合理
规划，通过多途径融合医院
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以“人
和”促发展；八是定期汇集
各会员医院经营发展情况，
为其提供有关政策、法规、
产品、市场等方面的咨询、
帮扶服务。

随着我国医疗制度改革
的深入，政府明确鼓励社会
资本进入医疗行业。陈建新
表示，协会未来将在非公立
医疗机构与社会资本之间做
好“红娘”这一角色，协会所
拥有的丰富的医疗技术和人
才资源，以及专门建立的本

省医疗人才库数据，将帮助
社会投资方找准定位，以高
起点、规范化获得良好的长
远发展，实现社会、资本、医
院的三方共赢。

“无论是整合资源、深化
管理，还是提升服务、行业维
权，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全省
提高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
务水平，更好的为人民群众
健康保驾护航。”陈建新表
示，今后，山东省非公立医疗
机构协会还将积极组织、策
划各类公益活动，同时深抓
医疗质量与服务，借助健康
产业抱团发展这一契机，为
山东省非公立医疗健康产业
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实现
我省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可
持续发展。

(本刊记者 佟霞)

首任会长陈建新：

整整合合资资源源、、深深化化管管理理是是协协会会工工作作重重点点

由本报联合省内部分知名
综合(专科)医院等举行的齐鲁
名医下基层大型公益巡诊活动，
6月27日第九站将走进潍坊市临
朐县朐山医院，让当地居民轻松
在家门口看上省城名医。

自2013年12月14日首站
活动以来，截至目前，齐鲁名
医下基层大型公益巡诊活动
已经成功举办了七站。来自山
东省立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山东
省口腔医院、山东省交通医院
等不同领域的多位专家分别
走进泰安、聊城、济宁、淄博、菏
泽、滨州、枣庄、山铝医院，为当
地数千名群众进行了公益义诊
和科普知识宣传等活动，受到
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基层
居民找大专家看病难，一直是
居民反映最强烈的看病难题。

为此，本报联合省内部分知名
综合(专科)医院等，于2013年
年底共同发起了“健康齐鲁行

名医在身边”——— 齐鲁名医
下基层大型公益巡诊活动。义
诊期间免收所有专家挂号费、
咨询费、部分检查费等。

6月27日(周六)上午9：
30，潍坊站活动将走进临朐县
朐山医院。届时，来自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山东大学第二医

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山东
省交通医院、山东省口腔医
院、济南哮喘病医院、济南中
医精神专科医院(济南远大脑
科医院)、济南血管瘤医院(济
南周围血管病医院)等医院的
专家将进行现场义诊。

活动咨询电话：0 5 3 1-
85196381，0536-8538722。义
诊地址：临朐县城朐阳路1号。

(本刊记者 佟霞)

专专家家义义诊诊2277日日走走进进潍潍坊坊临临朐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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