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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21 家医院将共享号贩子信息
本报讯 记者李琳 特约记者姚
秀军近日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获悉，
为打击号贩子，去年北京市开展整治
号贩子、网络医托专项行动，配合公
安机关治安拘留号贩子 900 余人；今
年,北京市将促进号源统一管理，规
范发放，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

天坛医院等全市 21 家医院共享号贩
子信息。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去年，
北京市建立了医疗机构依法
执业自查信息系统，初步形成医疗机
构自主监管机制。推动将号贩子等严
重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纳入全市信用

急诊科里的“折纸叔叔”
□特约记者 耿梅
通讯员 路书斋
在河南省洛阳市中心医院急诊
科，有位男护工逗娃有妙招，一张废纸
在他手中两分钟就能变成小船、花篮、
百合、千纸鹤等。收到这些稀罕的小
礼物，孩子们大多能破涕为笑，他也因
此被叫作
“折纸叔叔”
。
张新哲今年 40 岁，在洛阳市中心
医院做了 18 年护工。他体形较胖，说
话不紧不慢，脸上堆满笑容。由于白
天急诊科儿科医生不上班，他拿着十
几个造型各异的折纸作品来到医院 6
楼儿科门诊。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正在

奶奶怀里哭闹，看到张新哲递过去的
纸船，孩子立即不闹腾了。在他连续
送出七八个折纸作品后，原本嘈杂的
儿科门诊走廊安静了不少。收到礼物
的孩子新奇地玩着手中的小船、千纸
鹤、百合。
“晚上挂号的人多，加上孩子不
舒服哭闹，急诊科走廊里乱糟糟的，
有些家长因为排队问题甚至会吵起
来。平时我在不忙的时候折纸，目的
是 逗 孩 子 。”张 新哲 说，利 用闲暇 时
间，他一天能折近百个作品，在夜间
挂号高峰期一会儿就送完了。夜间
急诊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家长在诊
室外等待叫号，孩子们在导医台前排
队等他折纸。

众人推车 1 公里救女子
□特约记者 卓坤利
近日，一名糖尿病患者在驾驶老
年代步车时突然丧失意识。路过的西
安中医脑病医院 3 名护士在拦截出租
车无果、患者过重无法人力背负的情
况下，将老年代步车推到 1 公里外的
西安中医脑病医院，患者及时得到救
治，转危为安。
2 月 13 日晚下班后，西安中医脑
病医院脑病九科的护士李笔娟、文静
和冯美盈结伴回家，发现一辆停在路
边的白色老年代步车内，一位中年女
子趴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3 人随即

隆冬时节，寒风凛冽，中原大地
一片萧瑟，但踏进河南省中牟县人民
医院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以患者为中
心的医疗改革热气腾腾，从门诊到病
房呈现出红红火火的现代医院管理
新景象。
2018 年 12 月 20 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
开展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
的通知》。作为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
理制度的试点医院，河南省中牟县人
民医院先行先试，在中牟县委、县政府
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下，中牟县人
民医院迎来波澜壮阔的改革现代医院
管理制度的春天。
新年伊始，医院试点改革捷报频
传。2019 年 1 月 16 日，在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召开的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
理制度试点启动大会上，中牟县人民
医院院长白金娥代表全国县级公立医
院改革典型，围绕构建权责清晰、管理
科学、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督有力
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改革探索进行
发言，成为我国探索和完善现代医院
管理制度，深入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的排头兵。

“掌舵不划桨”政府主导不全包
“在中牟县人民医院现代医院管
理制度试点中，县委、县政府坚持政府
‘掌舵不划桨’，医院的具体工作，政府
并不插手，且不全包。”谈起中牟县人
民医院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
改革思路，该县县委书记潘开名说，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
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
理制度的指导意见》及最新由国家六
部门颁布的《关于开展建立健全现代
医院管理制度试点的通知》，我们在试
点工作中，放手让医院在落实现代医
院管理制度实践中唱主角，让公立医
院拥有足够的自主权，这对深入推进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中牟县县长楚惠东介绍，在探索
公立医院改革中，中牟县委、县政府以
打造健康中牟为己任，树牢“大健康、
大卫生”理念，全面履行主体责任，认
真落实政府办医责任，强力推进县域
综合医改。该县明确县长为公立医院
管理委员会第一责任人，做尽责的有
限政府。
在建立现代医院治理体系中，发
挥党的掌舵领航作用是中牟县人民医
院在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改革中的
一个重要特色。
白金娥说：
“在建立现代医院管理

敲打车窗，车内女子终于有了反应，把
车门打开一条缝。
“救我，我有糖尿病，
低血糖了。”该女子微弱地说。李笔
娟、文静马上打开两侧车门，为她查
体。此时，其已手脚冰凉，说话有些不
太清楚了。
姑娘们先给该女子吃了一块糖，
同
时联系在医院值班的护士长高晓婷通
知急诊科准备。
“一直没有打到出租车，
我们就把老年代步车一起往前推，
刚好
碰到 3 个小伙子一起帮忙。
”
李笔娟说。
此时正在夜查房的高晓婷，
在得知消息
后奔向医院北门准备接应，医院的安保
人员协助将患者推进急诊科。经过急
救，女子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监管平台，
实施联合惩戒。
今年，北京市将继续开展多部门
联合打击号贩子和网络医托专项行
动，
促进号源统一管理，
规范发放。同
时，
北京市也在加大技术防范力度，
联
合北京市网信办、北京市公安网监以
及通信管理等部门，提高医疗机构挂

号平台技术防范水平，切断商业挂号
App 与正规医疗机构挂号平台之间
的联系等。
据了解，北京市已在北京天坛医
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等 30 余家医
院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该系统对现
场挂号的“熟脸”号贩子有较高识别

功能。
目前，北京市公安局已经把 2100
名号贩子的人员身份信息输入人脸识
别系统，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天
坛医院等北京市 21 家医院共享号贩
子信息。未来这些号贩子进入这些医
院，
即可通过后台监控到信息。

患者被邀旁听医务人员交接班
本报讯 （通讯员陶然 记者程
守勤）近日，
在江苏省苏州市立医院北
区康复医学中心，
医生、护士和康复师
们如往常一样进行晨会交班，与以往
不同的是，这次交接班邀请了一名患
者参与旁听。
据介绍，自去年 9 月起，苏州市立
医院北区康复医学中心采取数字多媒
体形式进行交班。相较于传统的查房

和口头交接班，
患者的病程记录、医学
影像资料、照片视频资料等被一并呈
现出来，交班内容更为直观、具体、形
象。在此基础上，该院邀请患者参与
交接班。
晨会一开始，先由主班护士对住
院患者总数、出入院、一级护理、特殊
检查治疗完成情况等进行交班，随后
夜班医生汇报当晚值班情况，重点介

绍新入院病人及夜间有病情变化的病
人情况，治疗师则重点介绍患者的物
理治疗相关评估结果、日常生活能力
评分等内容。
被邀请 参 加 交 接 班 的 患 者 说 ，
旁听医护人员和康复训练师的专业
交 流 ，不 仅 有 利 于 增 强 自 己 对 抗 疾
病 的 信 心 ，更 能 提 升 后 续 治 疗 的 配
合度。

“你们的心像天山雪莲一样纯
洁 ……”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的援疆医生王艳丽，收到新
疆同事转发来的一条感谢短信，这是
一位新疆姑娘发来的真挚问候。
28 岁的热依汗是一位美丽的维
吾尔族姑娘。2018 年 9 月，命运似乎
和她开了个玩笑，她在新疆阿克苏的
拜城县人民医院检查出大腿内侧肿
瘤，当地医生建议“截肢保命”。这对
于热依汗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在医
生的建议下，热依汗慕名找到了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医院病理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病
理科援疆专家通过细致深入的免疫组
化检查及反复的文献探讨，最终确诊
该病为一种罕见的浅表性 CD34 阳性
纤维母细胞性肿瘤，迄今为止关于该
肿瘤的报道十分有限，文献上仅 30 例
左右，建议临床医生进行局部扩大切
除，
后期随访观察。
浙江大学援疆专家
的精确诊断保住了热依汗的大腿。
2016 年，中组部组织开展医疗人

“在我国，公立医院出资人是政
府，按照事业单位分类标准，
公立医院
是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是医疗服务和
卫生健康服务提供的主体，是体现政
府加强和改善民生责任的重要载体。
”
白金娥说，
“公立医院从所有制来说是
国有资产。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是医改
重点制度建设之一，其目的就是要建
立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让医院运行
更规范，发展更有活力。有个形象比
喻，将其认为是国有
‘民营’
，
即公立医
院自己要挑改革重担。
”
在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中，该院从坚持专家治院、推进民主科
学精细管理几个方面入手。
建立专家治院机制。该院成立以
院长为主任委员的医院质量与安全管
理委员会，下设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
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等 17 个专业
委员会。各委员会委员由相应专家组

本报讯 （记者喻文苏 特约记
者李忠良）近日，
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
出台《健康扶贫大病集中救治实施方
案》，大病集中救治病种由原来的 7 种
扩大到 22 种，受惠群体从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扩大到经民政部门核准的农村
特困、低保人员及贫困残疾人。
目前，恩阳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以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商业
保险、医疗扶助、爱心基金、卫生扶贫
救助的支付顺序给予报销，区内实行
先诊疗、后结算，
住院患者出院时只需
支付 5%的自付费用。

沈阳百岁老人
院前急救免费
本报讯 记者阎红 通讯员车晨
菲近日从辽宁省沈阳市卫生健康委获
悉，
从今年起，
沈阳急救中心为全市百
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院前医疗急救服
务。一旦突发紧急情况，患者或家属
拨打“120”急救电话，出示老人的身
份证明，就可以享受这项免费服务。
除了百岁以上老人，凡是能够提供特
困人员救助证明的沈阳居民，也可以
享受这项免费服务。

组团，
打造南疆病理高地
才组团式援疆工作，浙大一院先后组
建了 3 批 10 人次的援疆队伍来到第
一师医院参与援建工作，
以院包科，
以
强补弱。
第一师医院是阿克苏地区一家三
甲医院，
医疗水平不算薄弱，
但科室发
展不均衡，
尤其是病理科，
不仅疑难病
例无法诊断，
很多常见病也不能确诊，
很多病人需要千里迢迢跑到乌鲁木齐
去会诊。
为了改善这一局面，浙大一院在
第二批和第三批援疆队伍中，安排了
病理科骨干医师孔梅和王艳丽参与
援建。
2017 年 2 月底，孔梅来到第一师
医院病理科，眼前的现状令她不由心
里一沉：设备老旧，技师大多是护理
人员转岗而来，操作不规范、制片水
平低。

针对这些问题，援疆人员分阶段
分步骤，
从人员、设备、协调、流程上对
第一师医院病理科进行了重新规划和
改造，
改善科室布局，
完善技术操作流
程，
狠抓科室管理与质量控制，
完成病
理科
“1.0”
到
“2.0”
的升级。
在浙江省援疆指挥部支持下，浙
大一院帮助第一师医院病理科前后共
申请了超过 200 万元援疆项目经费支
持，
更新了一批病理设备，
打造南疆第
一流的病理实验室。同时开展如液氮
冷冻法制作冰冻切片、免疫组化工作、
细胞蜡块制作等大量新项目。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浙大
一院专家实行导师带徒制度，每天显
微镜下带教阅片，
每周科内讲课，
带动
本土病理人才成长。
第一师医院泌尿外科曾接诊过一
个病例，60 多岁患者阿扎提在当地医

——河南省中牟县人民医院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纪实

法人治理结构 公立医院有担当

四川恩阳扩大
大病救治覆盖面

□特约记者 王蕊

政府
“掌舵”不全包 医院
“划桨”全盘活
制度中，我们重视抓好基层党组织建
设，以党的领导统揽建立现代医院管
理制度的各项工作全局。
”
该院坚持党的领导与法人治理并
重，积极探索党的领导与法人治理有
机结合的途径与机制，真正将党的领
导嵌入医院法人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
之中，加强医院党组织在医院决策中
的引领作用。
在党总支的领导下，该院严格按
照程序制订了医院章程。该院构建了
医院文化价值体系，形成了“尚德、仁
爱、严谨、创新”的医院精神，
“ 关爱生
命、维护健康、办院为民”
的办院宗旨，
以及“建成患者信任、职工自豪、人民
满意的现代化三级综合医院”
的愿景。
翻开中牟县人民医院的改革发展
史册，该院是一所公立二级甲等综合
医院，建筑面积 9.7 万平方米，编制床
位数 1210 张，开放床位 1276 张，临床
医技科室 41 个。全院职工 1650 人，
其中卫生专业技术高级职称 108 人。
2012 年，医院成为国家第一批县级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连续 3 年获得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
《健
康报》社颁发的
“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
行动计划”示范医院奖项。2017 年，
中牟县因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真抓实干
成效明显，受到国务院通报表彰，
荣获
国家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示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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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县级医院的新业务、新技术 106
项。2018 年，医院总诊疗人次 122.8
万，出院人次 6.67 万，分别比 2012 年
提高 180%和 74%；三四级手术占比
32.5%，微创手术占比 29.6%，分别比
2012 年提高 15%和 18%。

医院要活 得让医生有获得感

医院开展争当护理服务明星活动，
提升为患者提供信息化服务的能力。
成，负责组织制订相应规章制度并监
督落实，定期开展活动，解决存在问
题。该院实行院、科两级管理，
建立三
级网络、四级质控的质量控制体系，
质
控指标 431 项，医疗质量安全得到明
显提升。
狠抓核心制度落实。该院将“医
疗质量管理办法”
“十八项医疗质量核
心制度”
“ 患者十大安全目标”汇编成
册，人手一份，全员学习培训；医疗质
量与安全管理委员会制订目标考核细
则，
全程督导落实；
每天对全院危重症
患者进行查看，对危急值处置情况进
行督查；每周四由院领导带队检查运
行病历；每月进行质控检查和质量分
析，
对重点科室、重点区域、重点环节、
重点技术等进行专项督导，促进质量
持续改进。2018 年，该院手术重返率
仅为 0.13%，重点病种住院死亡率为
1.08%，每万名出院患者医疗事故发
生次数为 0.16 例次。
在一段时间里，一些地方医院由
于运行机制未理顺，一些医疗机构为
逐利，
出现大处方、大检查等过度诊疗
行为，
既加重了患者负担，
也埋下加重
医患关系的隐患。对此，在建立健全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中，中牟县人民医
院严格规范医疗行为。
制订各科临床路径指标，每月纳
入综合目标进行考核。该院每季度召
开临床路径管理委员会会议，对入组
率低、完成率低和变异率高的临床路
径病种进行评价、分析和修订。目前，

该院共有 26 个专业、132 个临床路径
运 行 ，2018 年 临 床 路 径 入 径 率 为
92.28%，完成率为 96.63%。医院成
立法制监督科，
每月对医、药、护、技等
人员的执业情况进行检查，医疗质量
安全得到明显提升。
在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告别以药
养医中，规范药品采购使用行为。该
院成立了由药学、临床、护理、感控等
21 名专家组成的药事管理与药物治
疗学委员会，
负责合理用药培训、制订
药品处方集和用药目录、监督指导合
理用药、药品遴选、调整药品品种等；
下设合理用药管理组、抗菌药物管理
组、药品质量管理组等 7 个工作小组
和一个监督组。该院门诊抗菌药物使
用率为 18.04%，急诊抗菌药物使用率
为 22.16%，住院抗菌药物使用率为
45.75%，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强度
为 38.00 DDDs，Ⅰ类手术切口抗菌
药物预防使用率为 19.86%；2018 年，
该院药占比降至 29.90%。
医院运营指标持续优化。药占
比、百元医疗收入消耗的卫生材料费
由 2012 年的 40.6%和 29.8 元，分别下
降到 2018 年的 29.9%和 19.7 元；医务
性收入占比由 2012 年的 28.3%提高
到 2018 年的 37.1%。平均住院日持
续稳定在 6.4 天左右，床位使用率持
续维持在 90%左右。
据统计，2012 年以来，医院引进
副高级以上人才 12 人，建成重点专科
7 个，开展心脑血管介入、微创手术等

“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要
改革成功，
医院要活好，
得让医生更有
改革获得感。
”
白金娥说。
该院创新薪酬分配制度，按照多
劳多得、优绩优酬、兼顾学科平衡的原
则，
制订以公益性为导向、以质量为核
心的医院绩效工资核算方案。按工作
量、工作质量、风险系数计算科室总点
数；外科系统点值 11，内科系统点值
10.2；向公益性岗位倾斜，急诊科点值
20，中医科点值 13，感染性疾病科点
值 12，儿科点值 11.5；医务人员薪酬
与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等业务
收入彻底脱钩。因此，群众和职工满
意度得到了双提升。同时，人员支出
占比由 2012 年的 25%提升至 35.2%，
职工年人均收入 10 万元，比 2012 年
增加一倍多；
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
对职工及家属定期体检和住院探望，
发放子女助学金和读书卡等一系列关
爱职工的举措，大大提升了医务人员
幸福感和获得感，职工满意度保持在
95%以上。
要让医院更具发展活力，这是一
盘大棋，
需要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中
牟县人民医院这几年的发展成果，更

院查出了腹腔肿瘤，但肿瘤穿刺结果
迟迟不明朗，
治疗难以开展，
一拖就是
大半年。去年 8 月，第一师医院泌尿
外科主任孔德波副主任医师诊断患者
是腹膜后肿瘤压迫输尿管，引起输尿
管积水。然而穿刺标本显示，结果与
常见的腹膜后肿瘤并不符合，到底根
源在哪里？
王艳丽与孔德波反复探讨，建议
对阿扎提进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检
查，
结果发现是阳性，
最终经过进一步
的免疫组化检查，确诊为前列腺癌腹
膜后转移。找到根源明确了病因，治
疗 2 个月后，
阿扎提病情好转。
通过两年的援助和帮扶，浙大一
院专家已将第一师医院病理科打造成
一个合格的部门。如今，阿克苏地区
及其周边多个县市的疑难病例都被送
到第一师医院来会诊。

离不开医务人员自我改革的内动力。
坚持公益优先，发挥县级公立医
院的龙头作用。该院与河南省人民医
院合作，提高神经内科、呼吸内科、眼
科诊治水平，
开展神经介入；
与郑大一
附院合作，
提高心血管病救治能力，
开
展心脏介入手术；与河南省肿瘤医院
合作，
提高外科微创手术水平；
与郑州
市儿童医院合作，提高儿科整体医疗
水平；
与南方医大一附院合作，
提高病
理诊断水平。通过合作，该院联合大
医院共开展会诊疑难病例 274 人次，
带教复杂手术 52 台，开展新技术 24
项，
特别是呼吸科支气管镜技术、骨科
椎间孔镜技术、消化科内镜技术达市
级水平。
医院牵头建立县域医共体。派驻
专家到大孟镇卫生院任副院长，派驻
业务骨干任科主任，
派驻医、药、护、技
等专业人员全面帮扶，培养了一批骨
干人才和科室带头人，有效提升了基
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把所有医共
体成员单位纳入医院质量管理体系，
实行同质化管理，有效提升了基层医
疗机构的管理能力。2018 年，大孟镇
卫 生 院 门 诊 量 、住 院 量 分 别 达 到
65424 人次、1784 人次，同比分别增
长 59%和 63.5%。
实行医疗资源共享。2015 年以
来，医院先后建立县域远程会诊、心
电、影像、病理和消毒供应等共享中
心，实行“基层检查、县级诊断”，对所
有乡级医疗卫生机构实行集中统一消
毒供应。2018 年共会诊 4347 例次，
其 中 远 程 会 诊 62 例 次 ，心 电 诊 断
2876 例次，影像诊断 1365 例次，病理
诊断 44 例次，
供应灭菌包 26482 个。
医院创建卒中中心、胸痛中心，
分
别于 2015 年、
2017 年通过了国家卒中
中心、胸痛中心验收；
对县、乡、村医生
进行统一培训，形成一体化的诊断标
准、
救治流程；
畅通县域内绿色通道。
（华闻 李海荣 孟玲玲）

医院的急救人员苦练抢救基本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