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满园春
聊城市人民医院跨越发展纪实

聊城，临黄河，含运河，揽
徒骇，蓄半城水色，因水而兴。聊
城市人民医院座落于京杭大运
河畔，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
研、康复、预防、保健于一体的三
级甲等医院，山东省首批省级区
域医疗中心，服务范围辐射晋冀
鲁豫周边2000余万人。

2016年5月30日，国家卫计
委公布了30家首批干细胞临床
研究机构。聊城市人民医院成
为山东省唯一一家入选国家干
细胞临床研究机构的医疗单
位,也是全国唯一一家成功跻
身国家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的
地市级医院。2018年3月，香港
艾力彼公布地市级非省会综合
医院排名，聊城市人民医院连
续3年排名全国前10。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
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
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
沉的民族禀赋。”聊城市人民医
院的持续发展，得益于医院始
终坚持“奉献创新责任荣誉”的
价值观，追求理念创新、科技创
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以科
技创新提升综合服务能力，成
为晋冀鲁豫边区名院，山东省
首批省级医疗中心。

创新，前提是科技发展理
念的创新。聊城市人民医院确
立了建设临床研究型医院的发
展之路，推进了医院医教研整
体水平临床研究型医院的理念
是注重转化医学的应用，从临
床中发现问题，结合在实验室
研究，然后再回到临床。通过临

床转化，培养临床与科研“双
优”的复合型人才，提升科技创
新能力，并将研究成果向基层
医院传播和辐射。

医院积极为科技创新搭建
创新平台，医院成为国家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与复旦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等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联合培养在站博士；拥有4所
国际合作研究中心，3个省级医
学研究机构，5个国内联合实验
室，1个基因组大数据库，1个生
物样本库。配置PET-CT、3 . 0T
静音磁共振、GE R e v o l u -
tion256排螺旋CT、激光共聚焦
显微镜等设备6000余台(件)，
总价值12亿余元。36个国家级、
省级重点学科、临床重点专科、
重点专业，为医院科技创新提
供了高层次的学科平台。

医院现有业务用房32万余
平方米，职工5300余人，其中高
级专业技术人员1000余人，博
士、硕士2500余人。设有79个临
床医技科室，115个护理单元，
实际开放床位3200张。2017年

完成门急诊诊疗379万余人次，
出院病人15 . 8万余人次，年手
术量6 . 73万余台次。

人才是医院发展的第一资
源。聊城市人民医院坚持对外
开放，坚持“不为所有、但为所
有”的人才理念，从美国、澳大
利亚、荷兰、加拿大、日本等引
进高层次人才，全职从事科研
与临床工作。医院为人才组建
团队，创造环境，鼓励各类人才
尽展才华。吴亚平、高祖华教授
被聘为医院科研顾问、首席科
学家；医院及时追踪国际学术
前沿，促进学术交流与创新，提
升了医院综合实力。

医院儿科，是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十二五”重点学科建设
单位，山东省医药卫生重点专
业、山东省临床重点专科，中西
医结合儿科实验室为山东省首
批中医药重点科研实验室。学
科带头人杨巧芝，创新性地将
重症监测技术联合中医症候核
心病机分析应用于危重症手足
口病患儿的早期识别，为重症

及危重症手足口病患者探索了
一个新的监测、治疗方法，总结
出一套完整的重症、危重症手
足口病临床救治方案，降低了
病死率和致残率。不仅如此，杨
巧芝在手足口病、甲流感等感
染疾病救治方便的成就震惊了
国内儿科界的同仁，为此，杨巧
芝成为山东省首位获得“宋庆
龄儿科医学奖”的获奖者。

口腔医学中心，山东省临
床重点专科、山东省医药卫生
重点专业，口腔颌面-头颈外
科是山东省首批临床精品特色
专科，口腔颌面外科整形专业
为国家A级专业，口腔修复、正
畸专业是国家首批卫生行业职
业技术培训基地，泰山医学院
口腔学院设在聊城市人民医
院。口腔医学中心在口腔颌面
肿瘤的诊治、组织瓣移植、唇腭
裂序列治疗，颞颌关节手术及
牙种植等方面一直保持国内领
先水平。创新开展的神经化血
管化肋骨复合组织瓣修复口腔
下颌骨缺损的解剖学与临床应

用研究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先后发表SCI收录
论文46篇，获得国家授权发明
专利6项，技术项目被国内15家
三甲医院推广应用，获得了山
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病理科，卫生部“远程会诊
专家成员单位”，山东省医药卫
生重点专业，山东省临床重点专
科。主要开展常规病理检查、各
项脱落细胞学检查、体表及内脏
穿刺细胞学检查、细胞块检查、
免疫组织化学检查、尸体解剖检
查等，尤其是细胞学检查在省
内及国内处于先进水平。

消化内科、心内科、血液内
科、介入科、神经外科、两腺外
科、器官移植科、重症医学科等
等，一大批学科专业成为辐射
晋冀鲁豫边区的品牌。

近年来医院转化医学研
究取得成效，近年来先后承担
和完成省部级以上课题2 4 7
项，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7 1
项。科研课题数量、获奖数量
与层次，始终处于省内三级综
合医院前列。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
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
略支撑”。新时代的聊城市人民医
院，将以服务“健康中国”战略为
动力，高质量发展，为增进人民群
众身心健康做出新的贡献！

本报聊城7月16日讯(记
者 杨淑君) 又到一年啤
酒飘香时。在第28届青岛国
际啤酒节即将开幕之际，7
月14日上午，青岛西海岸旅
游推介团来到聊城，举行第
28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暨西
海岸暑期旅游产品推广会，
引起了当地各界的广泛关
注。

据悉，此次推广会是
“青岛啤酒节 醉美西海
岸”第28届青岛国际啤酒节
暨青岛西海岸暑期旅游产
品山东省巡回推介聊城站
的第一场推介活动，青岛黄
岛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青
岛西海岸新区的特色景区、
度假酒店、旅行社及度假综
合体等近20家旅游企业随
团参加了联合推介。

当天的推广会吸引了
聊城当地旅行社、自驾游组
织、车友会等旅游机构代表
和媒体记者100多人参加。
会上，青岛西海岸旅游推介

团对即将开幕的第28届青
岛国际啤酒节和今年的暑
期旅游产品进行了主题发
布和重点推介，并对青岛红
树林度假世界、海上嘉年
华、青岛东方影都万达乐园
等度假综合体及该区景区、
滨海度假酒店群、暑期旅游
线路等进行了整合推介，同
时还积极借势营销，现场开
展啤酒节和暑期旅游产品
特卖，吸引了与会人员纷纷
参加互动体验和深入交流
洽谈。期间，还穿插了喝啤
酒大赛、啤酒品饮、互动抽
奖等环节，营造了热情洋
溢、欢快热闹的氛围，让现
场人员身临其境般地感受
到了青岛国际啤酒节的激
情狂欢氛围和青岛西海岸
的滨海度假气息。

青岛西海岸新区旅游
发展委员会党组副书记燕
亚超在推广会致辞中表示，
聊城旅游和青岛西海岸旅
游各具特色，两地既有差异

性也有互补性，互为目的地
和客源地，每年都有大量的
青岛西海岸市民到聊城旅
游休闲，也有众多的聊城市
民到青岛西海岸体验滨海
度假时光和参加青岛国际
啤酒节。举行此次推广会，
旨在增进两地旅游业界的
交流合作与共赢发展，同时
把今年第28届青岛国际啤
酒节的最新资讯和青岛西
海岸新区新鲜的暑期旅游
产品送给当地旅行商和市
民，为人们出游提供服务和
便利。

聊城市旅发委副主任
刘艾新在致辞中对青岛推
介团一行表示热烈欢迎，他
说，聊城是江北水城，运河
古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城在水中，水在城中，
城湖一体，交相辉映”的水
上古城独特格局更是国内
少有，青岛以其独特的滨海
资源和啤酒文化特色，在此
次推介后必将吸引大批水

城人民前去游览，希望今后
聊城和青岛的旅游业界加
强交流，互送客源，共同推
进两地旅游发展。

据介绍，继上午的推广
会之后，7月14日晚，青岛西
海岸旅游推介团还将联合
山东省体育总会、山东广播
电视台、山东省学校体育协
会等单位，在聊城市中心的
人民广场举办“青岛啤酒节

醉美西海岸”山东省啦啦
操大赛展演活动，活动面向
聊城市民群众免费开放，将
通过户外广场互动推广的
方式，以“啦啦操展演+喝啤
酒大赛+文艺节目互动”的
形式，借助展演聚拢人气，
对第28届青岛国际啤酒节
和青岛西海岸暑期旅游产
品进行植入式营销推介，进
一步扩大第28届青岛国际
啤酒节和青岛西海岸旅游
对聊城市场的影响力和吸
引力，深入拓展聊城客源市
场。

青青岛岛来来聊聊创创新新推推介介第第2288届届青青岛岛国国际际啤啤酒酒节节

为贯彻落实聊城市委、
市政府关于基层法律服务
全覆盖的工作精神，北京市
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党支
部充分发挥规范化党支部
在基层法律服务全覆盖工
作中的作用，积极推动法治
扶贫工作有效开展。2018年
7月12日，北京市京师(聊城)
律师事务所联合东昌府区
梁水镇政府扶贫办公室、梁

水镇司法所，共同开展法治
扶贫活动。

东昌府区梁水镇扶贫
办公室主任王立东、司法所
所长李洪涛与由北京市京
师(聊城)律师事务所行政主
管刘新国，基层法律全覆盖
项目负责人纪衍辉、王广
才，交通法律事务部张光
勇、张淑群等组成的法律全
覆盖工作小组走访了梁水

镇下辖村庄，与贫困户进行
对接，并开展了普法宣传活
动。

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全覆盖工作小组携带
食用油等生活物品到肖黄
穆、印庄、北赵村、季屯、任
香坊、河下荣等村庄，实地
走访了当地的贫困户，给每
一贫困户带去食用油和面
粉，了解贫困户目前的生活

状况，给他们普及相关的法
律知识，并解答了他们在法
律方面的问题和困惑。走访
过程中，受到援助的家庭真
诚地表示了感谢。

京京师师律律师师事事务务所所开开展展法法治治扶扶贫贫工工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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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
旅游学院暑期社会实践的大学生们
走进聊城市闸口广场，与这里正在
跳舞健身的叔叔阿姨们一起举办了
以“青春飞扬，全民健身”为主题暑
假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们向跳舞
阿姨学习舞步跳法，在跳舞阿姨的
指导和舞步带领下，大学生们很快
便学会了一小段舞步，并加入跳舞
大队的行列，与他们共同跳了一曲
舞蹈。在学习舞步的过程中，不仅使
大学生们体验到了舞蹈的乐趣，体
会到了全民运动的快乐，更有利于
大学生们更好地参与到全民健身运
动中去，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刘紫薇)

全全民民健健身身

垃垃圾圾分分类类

7月11日，山东聊城大学生志愿
者走进聊城市慧声言语康复中心
开展“垃圾分一分，家园美十分”主
题活动活动。

当日，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大学生志愿者走进聊城市
慧声言语康复中心，开展“垃圾分
一分，家园美十分”主题活动，志愿
者给康复中心的听障儿童宣传垃
圾分类的知识，陪孩子们做了垃圾
分类的小游戏，陪伴孩子快乐游
戏，带给孩子们快乐的同时，培养
孩子爱护环境的意识，教给孩子们
垃圾分类的知识。 (刘紫薇)


	L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