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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周千清

13日，菏泽市卫生计生工
作会议召开。2017年，全市卫生
计生系统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
务。2018年，部署了推动医养健
康产业是新旧动能转换工程，
扎实展开公共卫生服务，打造

“15分钟急救圈”，推动中医药
传承发展等工作，为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目标奠定
坚实的健康保障。菏泽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闫剑波出席会
议，市卫生计生委主任陈宝华
做全市卫生计生工作报告。

关键词：医养结合

陈宝华说，医养健康产业
是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十强
产业之一，我省是全国第一个
开展医养结合示范创建的省
份。省市党委、政府明确由卫生
计生部门牵头负责医养结合工
作，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要勇于
担当，责无旁贷，扎实做好这项
工作。

会议要求，鼓励医疗机构
开展养老服务。各级医疗机构
要全面落实老年医疗服务优待
政策，开设为老年人提供挂号、
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
有条件的要积极开设老年病科
(区)，加强老年病专业建设，配
备一定数量的床位、设施、设
备，满足老年人就医需求。鼓励
支持医疗机构设置一定比例的
安宁疗护床位。

医养联合体建设推进方面，
各级医疗机构要与养老机构建
立长期的合作机制，逐步建立医
疗养老联合体或共同体，各三级
综合医院、中医院要至少与2-3
所养老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各二
级综合医院、中医院要至少与1-
2所养老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积
极推广乡镇卫生院、养老院“两
院一体”模式。对合作关系内转
诊老年患者提供优先接诊、优先
检查、优先住院等服务。

关键词：深化医改

今年将进一步深化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巩固破除以药补
医改革成果，加快建立现代医
院管理制度。加快推行按病种
收费，扩大公立医院薪酬制度
改革试点。科学设定各级各类
医疗机构费用增长控制目标并
纳入绩效考核。同时加强县域
医共体建设。

扩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
围。将签约对象扩大到全部重
点人群，基本实现2 . 0版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覆盖所有的县
(区)。完善药品供应保障机制，
发挥好市“药联体”作用，实行
药品供应“两票制”。建立短缺
药品监测及供应保障会商机
制，确保临床用药。

同时提高监督综合执法水
平。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健全完善监督执法制度规范，
严格依法行政。开展卫生计生
综合监督“提质增效年”活动，
完善市县乡村“三级四层”综合
监督行政执法体系。全面推进
监督信息化建设，打造高效、便
捷、实用的“智慧卫监”。全面推
行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属地管理
和网格化管理，推进卫生计生
综合监督示范区创建活动，规
范行政执法行为。

关键词：公共卫生服务

陈宝华说，公共卫生服务
要扎实展开。继续为城乡居民
免费提供14类51种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确保公共卫生服务继
续保持全省领先水平。推广使
用《母子健康手册》，落实母婴
安全“五色”专案管理和分级救
治制度，做好叶酸、农村妇女两
癌检查等重大妇幼项目。

疾病预防控制上要加强，
继续推动疾控机构编制和实验
室建设，夯实传染病防控的基
础。加强预防接种管理，确保规
划疫苗接种率达95%以上。完
善传染病监测系统，做好重点
传染病防治，保持疫情总体平
稳。落实慢性病综合防控措施，
加强慢性病示范区建设。

重症精神病患者服务管理

加强，确保不发生严重肇事肇
祸危害社会行为。

全市急救体系建设和院前
急救同质化建设方面，提升服
务能力，打造“15分钟急救圈”。

关键词：服务能力建设

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建设方
面，加强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
发展壮大市级医院，推进市立
医院新院区、市二院综合楼、市
妇女儿童医院等项目建设。实
施县级医院服务能力重点提升
工程，力争县域内就诊率达到
90%左右。特别要大力实施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

启动乡镇卫生院综合评价
工作，对卫生院的功能定位、基
本医疗等内容进行评价。要完
善评审体制机制，以评促建，评
建结合，持续改进，提高医院科
学化、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水
平。

医疗质量安全管理方面全
面加强。推进医疗机构建立健
全预约诊疗、远程医疗、临床路
径管理、检查检验“一单通”、医
务社工和志愿者制度、处方点
评制度6项工作制度。所有公立
医院年底前实施临床路径管
理。

菏泽市卫生计生工作会议召开

重重质质量量重重服服务务，，打打造造““1155分分钟钟急急救救圈圈””

文/片 本报记者 周千清

13日，2018年全市医疗管
理暨改善医疗服务工作会议召
开。会议全面总结了2017年医
疗管理工作，分析形势，安排部
署2018年医疗管理工作任务，
启动了新一轮“改善医疗服务
行动计划”。

医疗卫生机构
同比增长26 . 12%

会上，菏泽市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医政医管科科长王
建华作工作报告，目前全市现
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5393
家，同比增长26 . 12%，累计开放
床位48471张，同比增长14 . 13%，
执业(助理)医师21360人、注册护
士21325人，同比增加9 . 45%、
8 . 13%，医疗资源总量呈现出优
化态势。三级以上医院已经达

到8家，其中三甲医院有4家；二
级甲等医院达19家。全市新建设
国家级中医临床重点专科2个，
省级重点专科9个(含中医临床
重点专科7个)；市级临床重点专
科125个(含中医临床重点专科38
个)，新备案开展医疗技术251
个。全市医疗服务能力和质量
安全水平进一步提升。

深入推进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8年，全市医疗管理与医
疗服务工作要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继续推进编制人事改革、薪
酬制度改革、医保支付制度改
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完
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继续完
善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健全完
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立绿
色通道，形成相对稳定、紧密衔

接的双向转诊渠道。落实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用人与分配自主
权。加强医联体建设，把医联体
建成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
服务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完善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强化
签约服务与医保政策衔接。

同时，加快医疗服务能力
提升，推动医疗事业创新发展。
医疗服务要主动适应新形势、
对接新需求，转变发展理念，加
强人才引进培养，大力应用新
技术、新模式，提升医疗管理和
医疗服务能力。

深入开展新一轮改善医疗
服务行动，努力推进医疗服务高
质量发展。要在全面总结经验成
效的基础上，组织实施好“改善
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建立完善预约诊疗、远程医
疗等长效机制，不断创新多学科
诊疗、日间服务、“互联网+”等服
务模式，满足医疗服务新需求。

市红十字会第三届一次理事会议召开

去去年年救救助助88550000余余户户
贫贫困困大大病病家家庭庭

本报菏泽3月13日讯(记
者 周千清) 13日，菏泽市
红十字会第三届第一次理事
会召开，会上，增补和更换部
分理事、常务理事，选举会
长，总结报告2017年全市工
作，安排部署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期的工作任务。

据悉，2017年，菏泽市红
十字协会加强“博爱牡丹城”
品牌建设，募捐救助工作取
得显著成效。1月13日举行了
春节送温暖活动，市红十字
会筹资款30余万元，购买了
棉被、毛毯、油、温暖箱和家
庭包，对全市困难群众进行
了春节慰问。各县区红十字
会春节期间共发放款物100
余万元，使全市6000余家贫
困家庭得到救助。协助57名
白血病患儿通过中国红基会
的小天使基金审批，92名先
天性心脏病患儿通过天使阳
光基金审批，共获得中国红
基会资助款447万元，有效地
传播了人道主义精神。召开
了全市红十字会、卫生计生
系统特重大疾病救助慈心一
日捐活动动员大会，2017年，
全市共募集救助资金232 . 25
万元，全市救助8500余家贫
困大病家庭。

2018年，全市红十字会
系统将充分发挥天使救助品
牌作用，开展天使救助项目
管理人员培训，对2017年资
助的患儿进行抽查回访，了

解患者人道需求，为病患家
庭提供更好的帮助。配合省
会在项目定点医院开展“天
使之旅—贫困先心病患儿系
列筛查行动”，为符合救助条
件的患儿及时申请天使阳光
基金，实施手术治疗。

继续做好造血干细胞、
遗体 (角膜 )和器官捐献工
作。规范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管理，认真做好捐献
志愿者登记报名、血样采
集、资料管理等工作。对捐
献者进行定期回访，体现人
道关怀，并对他们生活中遇
到的困难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加大宣传动员力度，
推动遗体器官捐献宣传“进
社区、进医院、进学校、进机
关”，努力发展更多志愿者
和潜在捐献者。在捐献者中
挖掘典型案例进行深入报
道和宣传，引起社会共鸣。

此外，积极推进应急救
援能力建设，建立完善备灾
仓库管理制度和流程，强化
人员培训，实现市县红十字
会灾情信息网络直报。加强
应急救援队建设，建立救援
队人员、装备数据库，开展应
急救援演练，提高救灾救援
工作专业化水平。大力开展
人道救助，结合各级党委政
府精准扶贫工作部署，汇聚
社会力量为困难群众和弱势
群体进行救助和帮扶，助力
精准扶贫。

全市医疗管理暨改善医疗服务工作会议召开

将将开开展展新新一一轮轮改改善善医医疗疗服服务务行行动动

菏泽市卫生计生工作会议召开。

全市医疗管理暨改善医疗服务工作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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