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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医政医馆局 2018 年度改善医疗服务
“
优秀医院”

紧跟新时代 回应新要求
—把更高质量、更富人文关怀的医疗服务送到老百姓身边
——
党委书记杨晶、放疗科主任殷海涛、口腔科主任孟箭代表医院
上台领奖。 （图为三人在颁奖现场合影留念）

以医联体为载体，提供连续医疗服务
以危急重症为重点，创新急诊急救服务

医院高度重视危急重症的
急诊急救服务，擅于调整整合院
内资源、注重科室专业间的协作
共进、 加强急救绿色通道建设，
积极参与区域立体化应急救援
网络建设，医院新城分院成为区
域救援直升机升降备勤地。 目前
医院拥有 3 个市级疾病诊疗中
心：徐州市胸痛中心、创伤中心、
卒中中心；4 个国家级疾病诊疗
中心： 中国胸痛中心示范中心、
中国心衰中心、 中国房颤中心、
中国高级卒中中心建设单位。
为给危急重症患者救治提
供强大的技术支撑，医院还高度
重视医疗 服 务 能 力 提 升 建 设 。

2018 年医院先后建成肝胆外科
董家鸿、 生殖医学科刘以训、康
复科励建安 3 位院士专家工作
站；成为了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高
血压专病医联体徐州中心、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集团口腔颌面 - 头颈肿瘤
诊治专科联盟、 中日友好医
院——
—徐州市中心医院上颈椎
专病联盟、天坛神经系统疾病专
科联盟，入选中国帕金森联盟打
造的“中国帕金森病门诊地图”，
烧伤整形科挂牌国家“
1239 计
划”的创面修复专科建设培育单
位。

以病人为中心，推广多学科诊疗模式

2018 年， 徐州市中心医院
在总结之前临床多学科会诊工
作情况、吸收借鉴国内外先进诊
治经验的基础上， 巩固成果、创
新服务、宣传引导，常态化制度
化开展好多学科诊疗工作。
在门诊，徐州市中心医院开
设了诸如“肺癌及肺结节联合门
诊”、“复 发 性 流 产 联 合 门 诊 ”、
“大肠癌联合门诊”， 为肿瘤、疑
难复杂疾病等患者提供“一站
式”诊疗服务。 联合门诊提倡预
约就诊， 医院 24 小时服务热线
96120 全天候接受预约，同时各
专病联合门诊公布相应的预约
咨询电话及专家姓名。 就诊当
日， 患者可利用门诊自助挂号
机，选择需要就诊的病种自助挂

（上接 1 版）作为中华医
学会心血管介入治疗培训中
心，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
承担全国的介入培训工作，培
养了大量的心脏介 入 医师 。
科室目前拥有先进全面的介
入诊疗技术，近年来率先开展
了经皮左心室重建术 “
( 降落
伞”手术)、经皮主动脉瓣置换

号。 预约成功、联合门诊前，主持
科室要将病例摘要、辅助检查结
果等内容提前一周报各联合门
诊专家，由门诊部协调相关联合
门诊专家准时开诊、督导门诊工
作质量。
在病房，医院鼓励各临床专
科亚专科以循证医学为依据，理
顺会诊、协诊流程和环节，制定
单病种多学科诊疗规范；在单病
种多学科病例讨论和联合查房
方面，一方面医院医务处承担组
织协调、促进监督职责，一方面
根据病人申请，医院还可通过远
程会诊中心向更高级别更权威
的医院提出医疗支援需求，延伸
医疗服务。

术等新技术。
我院心脏诊疗中心（心血
管内科）是江苏省较早获批的
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徐州市医
学重点学科，徐州市心血管唯
一优势学科，江苏省首批心血
管介入准入单位。也是苏北地
区唯一同时拥有中国胸痛中
心示范中心、 中国房颤中心、

《新健康》电子版：http://epaper.cnxz.com.cn/xjk

医院充分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以“不断提高优质医疗
资源的可及性和医疗服务整
体效率的提高”为目的，在医
疗集团、院府合作、远程医疗
协作等方面均积极探索、主
动作为。
其中， 以徐州市中心医
院（三级综合）——
—徐州市康
—徐州
复医院（三级康复）——
市泰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为主体、串起区域上
中下游医疗服务链的医疗集
团， 是紧密型医联体的典型
代表。 该医联体模式下法人
代表为同一人， 各成员医院
的运行以“同质化”为鲜明特

质，大病到三级医院、疾病康
复期到专科医院、 预防保健
到社区医院的连续性医疗服
务， 真正的从理念转化成为
了实际操作。
以徐州市中心医院——
—
睢宁县人民医院、 睢宁县中
医院、 睢宁双沟中心卫生院
为主体的医联体， 是医院和
当地政府签约合作即“院府
合作”模式的典型代表。 该模
式的鲜明特点是“精准化”，
徐州市中心医院派出省级重
点专科医疗骨干、 医院管理
骨干专家前往担任专科科主
任或院长助理或执行院长，
精准化承接消化对方需求，

示范引导医疗质量控制体系
建设，既“扶智”更“扶志”，在
提升基层医疗能力的同时，
为当地群众提供了便捷、优
质、高效、价廉的医疗服务。
更多区域内的基层医联
体成员医院， 则通过利用医
院远程 （协作网络） 会诊中
心、 医院科教研平台提供的
资源， 在积极参与示教 、指
导、会诊、查房、研究等活动
的过程中， 提升自身诊疗行
为的规范化、 诊疗结果的科
学化， 尤其注重上下转诊时
提供的医疗服务各环节的连
续性和质量保证。

以人文服务为媒介，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一是围绕“立足岗位、优
质服务、 内强素质、 外树形
象”这一主题，全面部署开展
了“优质服务月”活动。 全院
上下进一步规范服务行为、
优化服务流程、 改善服务态
度、提高服务水平、深化服务
内涵，不断转变服务理念，强
化服务意识。 活动中涌现出
的流动红旗、优质服务标兵、
先进科室， 一季度评选公布
一次。
二是坚持弘扬卫生计生
崇高职业精神， 党建引领暖
医文化建设。 开展“争先锋、
当暖医”活动，党员医务工作
者们立足本职，岗位奉献，争

中国心衰中心 3 个资质的医
院。 中心设有冠心病组、心律
失常组、 结构性心脏病组、高
血压组、心力衰竭组、心脏重
症等亚专科，形成以心脏病介
入治疗为特色，医疗、教学、科
研、健康宣教、疾病预防齐头
并进的综合性科室，是目前国
内开展介入项目较全、开展质

徐州市中心医院（四院）地址：徐州市解放南路 199 号

创“对工作有热情、对患者有
感情、对同事讲友情、让全社
会感受到温情” 的先进党支
部和优秀共产党员。 以 819
中国医师节为契机， 通过组
织健康公益讲座、学术交流、
“医生·一生” 主题朗诵分享
会等系列主题活动， 通过各
类媒体积极展示医院医务工
作者形象，向医生传递温情，
向患者传递温暖。 组织
“
江苏
省十大医德标兵” 口腔科主
任孟箭同志先进事迹报告
会， 号召全院医务人员以模
范典型为榜样，秉持初心、再
接再厉， 为保障人民健康再
立新功。

量较高的心脏诊疗中心之一。
此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霍勇教授团队来院指导，是我
院下大力度加强高层次人才
引进的又一项举措。 自 2018
年以来，我院根据各学科人才
梯队实际情况，致力突破科室
发展瓶颈， 以柔性引进的形
式，先后引进了北京大学第一

预约咨询电话： 0516-96120

三是结合清廉医院建设
努力打造廉医文化氛围。 坚
持党要管党、 全力构建党风
清正的政治生态， 坚持一体
推进、 全力构建院风清朗的
行业生态，坚持价值引领、全
力构建医风清新的道德生
态。 在医院楼层走廊、连廊等
醒目位置制作党风廉政建设
文化墙、廉医文化展板，构建
起了党风廉政文化建设的重
要阵地， 时刻提醒党员干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持
担当精神、斗争精神。
孙海芹

医院心脏外科肖锋主任团队、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董家鸿团
队成员闫军博士等高层次人
才，切实为区域内患者提供医
疗便利，同时也使得医院核心
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得到更
进一步提升。
张雪园

118114

投稿邮箱：xjkyb@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