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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国国首首家家慢慢病病互互联联网网医医院院来来了了
泰安多部门主动对接流程再造，仅用5个工作日完成项目落地

99月月2200日日北北京京知知名名皮皮肤肤专专家家在在泰泰安安市市中中医医医医院院会会诊诊

擅 长 病 种

白疕(银屑病) 白疕，俗称“牛皮

癣”，是一种常见的慢性、顽固、易反

复发作的皮肤顽疾，其特征是在红斑

上反复出现多层银白色干燥鳞屑，有

一定的遗传倾向，多冬重夏轻。可配

合中药药浴、中药熏蒸、中药湿敷、穴

位埋线、穴位注射、光物理治疗等方

法可促进皮疹消退，缩短疗程。

粉刺 (痤疮) 粉刺，又称肺风粉

刺，本病多见于青年男女，好发于颜

面，为慢性炎症性毛囊皮脂腺疾病。

本科并不拘泥于中医疗法，引进英国

欧美娜蓝光(Omnilux Blue)痤疮治疗

仪及红光(Omnilux Revive)动力治疗

仪，为广大痤疮患者带来了福音。

湿疮(湿疹) 湿疹是皮肤科常见

的病种之一，是一种皮损形态多样、

伴有瘙痒糜烂流滋的过敏性炎症性

皮肤疾患，具有多行性损害、对称分

布、自觉瘙痒、反复发作、易演变成

慢性等特点，急性期可选用清热止

痒收敛的中药如苦参、黄柏、地肤子

等煎汤外洗冷敷，慢性期可活血止

痒、滋阴润肤的中药药膏。

医 学 美 容

一，中医美容 :根据个人体质，辨

证施治，调节阴阳，治疗面部痤疮、黄

褐斑、扁平疣、过敏性皮炎、激素依赖

性皮炎等。

二，激光美容:以色列飞顿二号激

光光子工作站1、毛细血管扩张2、嫩肤

3、脱毛4、血管性病变5、色素性病变

三，308准分子治疗 :治疗白癜风

效果好

四，水光针美容:正规品质的玻尿

酸，有国家认同资质的水光针设备，

专业人员操作。

五，果酸换肤 :治疗痤疮，改善肤

色不均

六，塑形减肥 : 中药内调加拔

罐、埋线治疗，根据各人体质制定食

谱，减肥效果很好，从而达到有效降

低三高的标准。

七、体质辨识调理：热敏灸，督

灸，痧疗罐疗双向调理经络，全身调

理达到美容养颜的效果

八、科室研发：美容养颜膏，乌发膏

地址：迎暄大街216号(电视台东邻)门诊楼二楼皮肤科门诊

预约咨询电话：0538-6117171 坐诊时间：9月20日(周五 )

毕业于湖南中医学院中

西结合临床医疗本科专业，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466医院皮肤

性病科工作，第四军医大学皮

肤性病学专业攻读硕士，师从

全国著名教授西京医院皮肤

科刘玉峰主任医师，专门从事

皮肤病与天然免疫的研究，参

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 ( 3 0330510 )的研究，并取

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专长于皮

肤免疫性疾病及皮肤病中西

医结合治疗。

擅长领域：常见皮肤病，皮

炎，湿疹，色素性皮肤病，损容

性皮肤病，激素依赖性皮炎，痤

疮，玫瑰痤疮，黄褐斑，雀斑，面

部红血丝，黑鼻头，去皱纹，皮

肤年轻化。

中药药浴中药熏蒸疗法
治疗顽固性银屑病

中药痤疮面膜黄褐斑面膜
通过透皮技术改善肤质

穴位注射穴位埋线疗法
整体调节经络，提高免疫力

火针
治疗肥厚性顽固性苔癣样病变

特

色

疗

法

为了造福更多的皮肤病患者，泰安市中医医院北京专家工作站，诚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皮肤医美专家定期坐诊，本本期特邀周澜华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周澜华教授简介

5天时间完成项目落地

“泰安速度”领跑全国

“我们在全国各个省、自治区都申办
过互联网医院，其中，申办的乌镇互联网
医院是全国首家互联网医院，当时用时
是7天，已经创造了业界的最快速度，没
想到，泰安更给力，5天就办下来了，这个

‘泰安速度’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9月5
日，泰安市政府与微医集团举行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共同启动泰安“健共体”全
国示范区建设，正式发布启用泰安全国
首家慢病互联网医院，泰安高效、快捷、
便利的营商环境受到客商交口称赞。

微医集团是美国硅谷全球数据研究
机构PitchBook评选出的“独角兽”企业，发
展前景广阔，实力雄厚。2015年12月，微医
集团在乌镇互联网创新发展试验区创建
了“全国互联网分级诊疗创新平台”，受到
全国关注。2016年，原泰安市卫计委向微医
集团发出了合作邀请函。随着山东开展互
联网诊疗基本条件、开办互联网医院管理
办法及远程医疗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发布，
互联网医院建设迎来发展契机。

年初以来，泰安市卫健委加大了与

微医集团的对接力度。在微医集团计划
落地泰安之初，泰安市各级积极推进流
程再造，提升服务效能，积极倡导项目快
速落地。

8月20日，泰安市中医二院与微医集
团初步达成共建互联网医院框架合作协
议。框架协议的签订后，各部门积极行
动。按照“事不过夜、项目不过周”的目
标，泰安市卫健委、泰山区卫生健康局成
立以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的专班小组，
泰山区行政审批局、泰安市中医二院抽
出骨干力量，盯靠项目，分线作战，同步
推进山东省互联网医疗服务监管平台审
核和互联网医院登记注册工作。

面对互联网医院落户新事，泰安市卫
健委当好总调度，贯穿工作始终，积极服
务配合，前置审批环节，主动与微医集团
泰安项目负责人对接，提前向山东省卫生
健康委、山东省互联网医院监管平台进行

专题汇报，申请重点支持。审批期间，微医
集团多次调整合作项目名称，满足企业期
待，泰安市卫健委自始至终帮助协调，山
东省互联网诊疗监管平台在第一时间予
以审核，为项目落地赢得了主动。

“复盘推演”推进流程再造

30多项申报材料压缩至6项

“申报互联网医院是行政审批新生
事项，既要横向协调行政审批部门，又要
向省互联网医疗服务监管平台审核，没
有经验可借鉴，那我们就换位思考，从政
府的‘供给侧’向企业的‘需求侧’转变，
企业需要什么，申报需要什么，我们就服
务什么，让企业切实有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泰安市卫健委副主任徐学森说，泰
山慢病互联网医院项目的落地，是泰安
市推进流程再造、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

实践和全新尝试，项目建成后将对医养
健康产业发展壮大、加快打造医养健康
强市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解到，签
订合作协议当日，泰山区审批服务局工
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微医集团负责人，
在受理证照申请材料的同时，对该医疗
机构许可项目同步立项，提前进行现场
勘验，辅导规划布局。开启容缺审批“绿
色通道”，将30多项申报材料压缩至6项。

从项目递交申报材料、现场勘验，到
登记注册，泰安市泰山中医医院微医泰
山慢病互联网医院项目落地仅用5个工
作日，比泰安市行政服务效能提升后规
定的19个工作日提前了14个工作日。签
订合作协议当天晚上8时到次日凌晨4
时，泰安市中医二院抽调6名精兵强将配
合微医集团，连夜腾空项目场所，购置信
息化相关设备，完成68名线上医师的信
息采集工作，累计上传录入信息2300余
条，为尽快完成省互联网医院监管平台
线上医院信息申报工作提供保障。

泰安市中医二院院长王兴涌说：“微
医集团的落地是医院发展的新契机，全
院上下把项目落地当成最大的任务，随
叫随到，用最大的热情和努力，全力配合
各项工作尽快完成。”

“项目落地，不拖不卡，快速响应，全
程代办帮办，这让我们投资者感受到政
府扶持企业的热情。”微医集团副总裁孙
京猛说，5天拿到运营牌照的“泰安速度”
开创了先河，让企业分外惊喜。“互联网
医院建立的目的是让‘数据多跑路，百姓
少跑腿’。以后，慢病患者不需要到医院，
在家通过网络就能预约医生开展诊疗，
配送第三方会帮助患者送药到家。”

本报泰安9月16日讯(记者 薛瑞
通讯员 张柯)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
丝丝小雨并未影响来泰安的游客游玩热
情。根据统计，9月13日0时至15日16时，
全市纳入监测的18个景区和乡村旅游点
共接待游客3 9 . 1 2万人次，实现收入
2307 . 17万元。全市旅游环境和谐稳定，
旅游市场井然有序，未发生重大旅游安
全事故和突发事件。

假日期间，泰安市文化和旅游局推
出了一系列富有中秋文化底蕴和泰安地

域特色的活动。
美术馆开展了“泰山月更圆”书画拥

军慰问活动及“泰岱·艺苑新锐——— 泰安
市美术馆2019年第六期青年艺术家推介
展”活动。图书馆针对市民和游客组织开
展了“月到中秋分外明”2019年中秋节故
事图片展、中秋节少儿国学教育体验、传
拓传艺体验等系列活动。市文化馆举办
了“画好月圆”庆中秋——— 我们的节日主
题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当代中
国艺术魅力，吸引社区居民参加。

各县市区乡村旅游点及周边景区点
在假日期间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娱乐性强、
参与性强、互动性强、特色鲜明的旅游活
动，充分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泰山区花
样年华景区阖家团圆畅游活动、岱岳区天
颐湖景区祭花大典等系列活动、宁阳复圣
文化旅游区旗袍秀展演等群众文艺活动
等，极大调动了游客参与的积极性。

为保证假日旅游市场秩序，市文化
和旅游局加大文化旅游市场整治力度。
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旅游秩序良好，无滞

留和投诉现象。长途汽车站在站内购票
厅设置旅游咨询台，为游客提供免费咨
询。旅游投诉电话24小时有人值守，未接
到游客投诉及负面网络舆情。

假日期间，各涉旅部门工作人员严
格值守，保障工作运转顺畅。市政府东侧
泰山景区换乘服务中心车位免费为外地
游客开放，泰山景区强化现场服务、挂牌
服务、导引服务、安检服务、咨询服务、后
勤保障和应急处理等多项服务，全方位
为游客营造舒心安心开心的旅游环境。

书画拥军慰问、阖家团圆畅游……

借借助助中中秋秋文文化化底底蕴蕴，，泰泰安安做做足足地地域域特特色色旅旅游游

提升行政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实现
高质量发展，必须牢牢牵住流程再造这
个“牛鼻子”。泰安市积极创新工作思路
和方法，仅用5天时间就完成全国首家慢
病互联网医院落户泰安，创造出项目审
批新的“泰安速度”。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坤

在泰安市中医二院办公场地，工作人员紧张调试设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通讯

员 李先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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