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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荣誉

我院获国家卫健委 2018 年度
“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3 项表扬
1 月 6 日，由国家卫生健康
委医政医管局和《健康报》社共
同主办的 2018 年度改善医疗服
务典型经验交流推广会在京召
开。 大会发布 2018 年度改善医
疗服务十大亮点案例及优秀医
院案例、优秀科室案例和优秀个
人案例。
我院参加会议并获 3 项表
扬： 医院在 2018 年度改善医疗
服务行动中被评为优秀医院，放
疗科被评为优秀科室，孟箭被评
为优秀个人。 院党委书记杨晶、

放疗科科主任殷海涛、口腔科主
任孟箭作为代表分别上台接受
表扬。
改善医疗服务行动取得的
每一点成绩都是医院全体干部
职工撸起袖子干出来的，挥洒汗
水拼出来的。 近 2 年来，徐州市
中心医院积极落实国家医改政
策，在传承发展的基础上，实施
了“转方式、调结构、强内涵”的
转型发展战略，一手以“医疗质
量和安全”为抓手促进医疗技术
和医疗能力的双提升， 一手以

“优质服务月”活动为抓手，进一
步深化落实改善医疗卫生服务
行动计划， 解放思想对标找差，
走上了地市级综合医院高质量
建设发展之路，并取得了初步成
效。
在 2018“改善医疗服务十
大重点工作” 落实推进过程中，
全院干部职工团结一心、锐意进
取，积极参与、主动作为，能结合
实际充分运用新理念、 新技术，
促进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保障
医疗安全。 尤其是在“以病人为

医院要闻

新时代、回应新要求，向更深入
迈进； 将进一步秉持一手抓改
革、一手抓改善的理念，改革改
善同步推进；将更加关爱医务人
员，让他们能够更加舒心、顺心
地为患者做好服务；将更多关注
细节改进，更加致力于创新医疗
服务模式，把更高质量、更富人
文关怀的医疗服务送到老百姓
身边。
孙海芹 李阙彤
（相关介绍详见 2 版和 8 版）

学科建设

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复核检查组
莅临我院调研指导

1 月 5 日，省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检查组在组长徐爱军的带
领下， 一行 9 人莅临我院，就
2018 年度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
作实地督导考核。 市卫生计生委
副主任俞军， 院领导王培安、丁
继存、梁军、张学亮，以及相关职
能科室负责人参加此次迎检工
作。

中心， 推广多学科诊疗模式”；
“以危急值为重点， 创新急诊急
救服务”；“以医联体为载体，提
供连续医疗服务”；“以人文服务
为媒介，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方
面，创新医疗服务，涌现出了放
疗科等先进科室和孟箭等先进
个人，为改善医疗服务工作谱写
了新篇章，进一步提升了人民群
众获得感。
改善医疗服务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2019 年，我院推进
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将紧跟

院长王培安首先对检查组
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要求
医院各职能部门积极配合检查，
虚心听取专家组的意见和建议，
希望通过此次检查能够得到宝
贵的指导，推动医院各项工作再
上一个新的台阶。 副院长丁继存
介绍医院概况， 并就我院 2018
年医院运营情况及亮点工作向

检查组进行了汇报。
专家组成员分别采取现场
查看、查阅资料、现场抽查、指导
反馈等方式，严格按照城市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工作督导考核标
准据实进行测评打分。 在随后的
反馈会上，专家组成员充分肯定
了我院的各项工作，对我院在提
升管理效能、 深入落实医改政
策、加强重点专科建设、推行综
合目标考核、推进医联体建设等
方面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
对我院临床医务人员提出的问
题和建议给予了专业指导。
医院将对检查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认真梳理分析，采取有力
措施，逐条进行整改，努力将城
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要求落到
实处，保障医改工作的扎实稳步
推进，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
优质、满意的医疗服务。
张雪园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霍勇教授一行莅临我院指导
1 月 7 日上午，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霍勇教授带领其团队成
员一行 7 人莅临我院，院领导王
培安、黄超宏、丁继存、袁庆密、
梁军、张学亮，以及相关职能科
室负责人和心内科各病区主任、
医疗组长等参加座谈会。
王培安院长首先代表我院
向霍勇教授一行的莅临表示欢
迎，并介绍了我院概况。 他表示，
心血管内科一直是我院的“王牌
科室”， 在区域内享有一定的知
识度。 但是和国内知名医院的心
内科相比， 我们还有一定的差
距，因此如何把优势学科做到更
大、更强，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
题， 期待霍勇教授团队在科研、
临床、医师培训等方面给予指导
和帮助。
随后，我院心脏诊疗中心主
任韩冰介绍了我院心脏诊疗中
心科研工作及现状、问题，以及
2019 年的科室工作计划。 霍勇

教授的团队成员分别分享了他
们在临床、科研、教学等方面的
先进经验。
霍勇教授表示，经过前期的
多次沟通交流和此次的深入座
谈， 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
共同发展，共同提高，并尽快落
实到具体的实际工作中去，打造
成面向未来发展的学科，将心内
科发展更为强大，更进一步扩大
科室的影响力。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
内科成立于 1983 年， 是国家重
点心血管病专科。 科室以介入性
心脏病学为龙头，医疗、教学、科
研全面发展，在冠心病及心律失
常的介入诊断和治疗等多方面
均居国内领先地位，是全国最早
开展心脏介入诊疗的中心之一，
率先开展了冠脉造影、起搏器植
入、射频消融、先天性心脏病介
入及漂浮导管检查。
（下转 2 版）

三新业务

我院 58 项新技术荣获“徐州市医学新技术引进奖”
日前， 徐州市卫生计生委
官 方 网 站 公 布 了 《关 于 公 布
2018 年度徐州市医学新技术引
进评审获奖结果的通知 》，徐州
市 2018 年度医学新技术引进
奖获奖项目共 154 项。 我院获
得 58 项，数额超过徐州市获奖
总项目的三分之一， 其中一等
奖 6 项、二等奖 21 项、三等奖
31 项。

在颁布的获奖名单中，我
院手足显微外科冯仕明等 《全
踝关节镜技术在足踝损伤治疗
中的应用》、康复科陈伟等《心
肺运动试验联合功能性运动检
测在慢性心肺适能评估中的应
用》、麻醉科王立伟等《不同剂
量地佐辛超前镇痛在妇科腹腔
镜手术中的应用》、泌尿外科张
治国等 《微创精囊镜技术治疗

梗阻性无精子症术后行单精子
冻融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健康子
代》、护理部张洁等《护理质量
敏感指标的建立与监测在降低
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中的应
用》、心内科张学萍等《品质链
护理技术在急性冠脉综合征患
者全程管理中的应用》6 项新技
术获一等奖； 口腔科李志萍等
《超选择介入栓塞技术在头颈

部富血管性病变中的应用》等
21 项新技术获二等奖；CT 室
逄利博等《3D-TOF MRA 对单
侧经内动脉闭塞所致脑梗塞患
者 Willis 环检出的评价》 等 31
项新技术获三等奖。 此次获奖
学科多，范围广，引进的新技术
体现了微创、 实用、 高效等特
点。
近年来， 我院高度重视医

学新技术引进工作， 积极引进
先进、 成熟、 适用的医学新技
术， 不断促进医学科技成果转
化，规范医学新技术管理，进一
步提高疾病防治、诊疗的能力，
用更多的医学新技术造福广大
患者， 为我市医疗卫生事业的
快速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鲍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