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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控制学术演讲比赛綦江举行

近日，由重庆市医院感染控制中心渝
南分中心主办、綦江区人民医院承办的第
三届医院感染控制学术会议暨感控演讲比
赛在綦江区人民医院规培学术厅举行。

通过此次培训学习，各单位更加明确了
感控工作的重要性，明确人人都是感控工作
实践者和监督者，扎实开展各自医院的感染
控制工作，进一步保障医疗安全。 邓嘉桂

武隆举办未成年人心理干预讲座

近日，武隆区卫生健康委联合武隆区
教委，在武隆区实验中学组织开展了以“保
持青少年健康生理”为主题的健康教育专
题讲座，参与师生人数累计500余人。

此次活动通过让名师名医走进贫困地
区、走进校园，正确引导和帮助学生处理心理
问题，为武隆区健康教育工作开启了新的路
径，为提升该区居民健康素养奠定了基础。

马成兵

突发中毒应急处置培训班开班

近日，由重庆市卫生健康委主办、重
庆市职业病防治院（重庆市中毒控制中
心、重庆市第六人民医院）承办的突发中
毒事件应急处置培训班（第二期）在该院
新门诊大楼举行。

来自中国疾控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
制所、军事医学研究院毒物药物研究所、北
京朝阳医院等单位的十余位专家结合实际
生活中的中毒案例，讲授了与市民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的突发中毒情况的应急处置知
识。 马成兵

壹先生功能医学中心落户重庆

源自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全球预防
治疗医学领域备受瞩目的功能医学中心
——壹先生功能医学中心近日落户重庆。

壹先生功能医学中心紧邻重医附一
院，致力于提供功能医学疾病诊治、疾病
预防和健康管理等全方位、高质量、国际
化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拥有国内领先的

“知名专家-私人医生-健康管理师”三位
一体的个人健康管理服务模式，为客户提
供一站式医疗服务。

据悉，该中心与国内多家知名医院有着
广泛的合作，各科专家及护理团队多为“海
归”或具备三甲医院工作经验，具有高水平
的医疗素质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马成兵

9月26日下午，“重庆市最美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重庆市最
美基层医生”（简称“双美”）授牌暨

“优质服务基层行”媒体采访活动
在重报集团新闻发布大厅举行。
该活动由市卫生健康委主办、重庆
日报和上游新闻承办。

我市基层医疗卫生任务繁重，
全市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3个、
社区卫生服务站271个、乡镇卫生
院885个、村卫生室10847个，有基
层卫生人员90300人，编制床位数
52881张，每1000名常住人口拥有
床位1.71张，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8年，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
疗量8132.98万人次，占比50.93%。

“双美”活动的开展，对挖掘基
层典型、展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
基层医生良好形象、激励基层医疗
人具有积极意义。

公开透明
“双美”推选充满时代感

本次“双美”评选活动覆盖我
市35个区县，各区县严格按照推
荐标准，自下而上推荐本地区最具

代表性、典型性、示范性、特色性的
机构和个人，报名踊跃，涉及面宽，
影响力大。

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处处长胡
彬表示，此次“双美”寻找评选活动
历时2个月，推选过程公开、透明，
选出了有代表性的基层卫生工作
者，为基层卫生工作树立了标杆，
让扎根基层、勤奋努力的卫生工作
者有了一次人生出彩的机会。

扎根基层
点赞“群众健康守门人”

“双美”颁奖现场，“最美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代表及“最美基层
医生”结合职业感悟，现场分享了
获奖感言，他们用亲身感受和朴
实的语言生动诠释了“最美”二字
的内涵与外延。微论坛环节，市
社区与农村卫生协会副会长邓忠
泉、沙坪坝区天星桥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主任邓丽、南岸区铜元局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午
喜、巴南区界石镇中心卫生院院
长杨健、合川区古楼镇卫生院院
长李永强5位嘉宾围绕优质服务

基层行动、基层能力建设、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建设、推进
医防结合、基层能力建设等方面
展开了讨论。

邓丽表示，减轻群众病痛，将
健康送到百姓家门口是每位基层
医务工作者应尽责任；西彭镇泥壁
村卫生室村医商德银身残志坚，扎
根村卫生室17年，他的事迹感动

了在场的每位嘉宾。

传递真善美
讲好“基层医疗故事”

会上，市卫生健康委联合重庆
日报、上游新闻、重庆电视台《喜闻
乐健》、健康人报等新闻媒体启动

“优质服务基层行”采访活动并举
行出征授旗仪式。要求对“双美”
活动进行深度挖掘，传播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主旋律，脉动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最强音，讲述基层“双美”温
情故事，分享基层医疗卫生经验与
智慧，让全社会深入了解、认知并
支持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
展。 马太超

重庆2019“最美基层医疗机构、最美基层医生”授牌
市卫生健康委联合本报启动“优质服务基层行”

■链接》》 “重庆市最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重庆市最美基层医生”名单

2019年度“重庆市最美基层医生”（20名）2019年度“重庆市最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20家）

万州区武陵镇中心卫生院

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沙坪坝区天星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九龙坡区中梁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南岸区铜元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渝北区统景中心卫生院

巴南区界石镇中心卫生院

江津区中山镇卫生院

南川区水江中心卫生院

大足区万古中心卫生院

荣昌区安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州区白鹤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梁平区屏锦中心卫生院

武隆区仙女山镇卫生院

垫江县沙坪镇卫生院

忠县任家镇卫生院

石柱县黄水镇中心卫生院

秀山县中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彭水县高谷镇中心卫生院

两江新区人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张春雷 万州区李河镇卫生院

刘婷婷 渝中区大溪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黄 萍 江北区铁山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冯 彬 沙坪坝区青木关镇石碾桥村卫生室

商德银 九龙坡区西彭镇卫生院泥壁村卫生室

陈明静 南岸区广阳镇银湖村卫生室

唐正友 北碚区金刀峡镇卫生院

梁光明 长寿区石堰镇卫生院

张志勇 永川区吉安镇卫生院

李连利 渝北区洛碛中心卫生院

翁昌群 綦江区石壕镇中心卫生院

李永强 合川区古楼镇卫生院

李万川 铜梁区二坪镇卫生院

张江华 潼南区柏梓中心卫生院

周清树 城口县高燕镇卫生院

何晓玲 丰都县保合镇卫生院

蔡 军 奉节县永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王圣勇 巫山县两坪乡卫生院

田 鹏 酉阳县两罾乡卫生院

杨志先 万盛经开区关坝镇中心卫生院

“优质服务基层行”媒体采访活动授旗出发仪式 摄/邓嘉桂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

党建引领
集团决策得到有力执行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
带”。如何让医院集团这首“大船”顺
利起航？如何实现集团内部政令畅
通？党建工作起到了关键的“车头”引
领作用。

“党的任务布置到哪里，党的组织
就建在哪里。”大足区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医院集团理事长席家庄说，为激发
改革新生机、新活力，牢牢把握改革方
向盘，支部必须建立在“连”上。

在大足区委的领导、支持下，集团
理顺了成员单位党组织隶属关系，成
员单位党支部全部划归医院集团管
理，医院集团整建制接收成员单位党
支部党员，建立帮扶团队临时党支部，
确保党的工作全覆盖。在派遣的任务
团队中设立临时党支部，充分发挥党
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业务骨干的示范带动作用。
推动集团成员单位支部主题党日、日
常党建活动、政治理论学习、季度党建

考核等与集团牵头单位实现同步同
质。

通过以上举措，加强了成员单位
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执行力，统
一了广大职工的思想认识，牢固树立
了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职工
工作的劲头更足、热情更高。

数据显示，党支部划归医院集团
以来，职工对单位的满意度均不同程
度上升，投诉明显减少，成员单位“三
重一大”事项均实现了集体研究、集体
决策，未再出现对医院集团建设试点
工作推诿、拖延的现象，医院集团的改
革决策得到有力执行。

“造血补液”
织牢百姓健康防护网

为提升成员单位的医疗服务能
力，实现“小病不出镇、大病不出区”的
就医格局，医院集团扎实推进“头雁、
助雁、群雁”三大工程，为成员单位“造
血”的同时，有效破解了基层医疗机构
管理松懈及医疗资源严重匮乏的情
况。

据大足区人民医院副院长陈崇刚
介绍，所谓“头雁工程”，就是为各成员
单位培养10名管理骨干，让这些管理
骨干成为星星之火，带动基层医疗机
构整体管理水平提升；“助雁工程”就

是计划在3年内派出100名以

上集团本部专家到基层医疗机构开展
不少于6个月的帮扶支医活动，帮助
基层建设特色专科，开展学科帮扶、专
家坐诊、教学查房等，形成“一对一”、

“一对多”、“多对一”的定点帮扶模式；
“群雁工程”就是计划3年内大规模接
收乡镇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乡村医生
进修学习1000人次，为基层医疗机构
培养大量的业务人才，实现医疗护理
质量管理、医疗技术和业务培训同质
化。

通过为基层医院“造血补液”，织
牢了基层医疗服务网，6家成员单位医
院的医疗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有力推
动了分级诊疗的落实。截至8月底，

“三大工程”接收各成员单位管理骨干
到集团本部跟岗学习20多人次，接收
基层医务人员进修学习、短训300多
人次，集团本部共计下派医、护、技、管
专家和业务骨干173人，开展示范手
术17例、教学查房569次、会诊106人
次、适宜技术81例、教学讲座185次，
培训基层人员1724人次，医院集团成
员单位上转患者306人次，同比增长
16.35%；下转至成员单位90人次，同
比增长80%，各成员单位基层首诊率
提高 10%以上，区域内就诊率达
94.35%。

资源下沉
把三甲医院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如果没有专家的细心指

导与精心治疗，我这次不知道又要花
多少钱！”9月18日，在石马镇卫生院，
家住石马镇太平村、现年56岁的唐富
贵说。据该院院长陈文杰介绍，唐富
贵患慢性支气管炎已有20余年，曾经
往返各大医院进行治疗，花了不少钱，
属于典型的“因病致贫”患者。这次入
院，在医院集团专家的指导下，疾病得
到了规范治疗。

像唐富贵这样“因病致贫”的患
者，以前在各成员单位不在少数。医
院集团成立后，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
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已不再是难
事，“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大幅减
少。

“医院集团成立后，优质医疗资源
无偿下沉，使得各成员单位实现了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充分发
挥区域连片效应，形成多途径、多层次
的协作帮扶，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
得到大幅提升，切实解决了部分群众
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的问题。特别
是基层群众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等
疾病得到了有效救治。”大足区人民医
院院长李小莉说。

为让基层百姓在家门口获益，医
院集团还创新家医签约服务工作机
制。围绕“签、约、服”三个关键环节，
形成了“四定三衔接”的医疗健康服务
网格，实现了区、镇、村三级健康服务
协同治理，冠心病、糖尿病等患者得到
了有效救治。目前，6家成员单位共计
签约25883人，慢性病人签约率超过
60%。

互联网+健康服务
效率“倍增器”作用凸显

如何实现“让信息多跑路、患者少
跑腿”，医院集团下足了功夫。

建立远程诊疗系统，实现优质医
疗资源共享。向上，集团本部利用互

联网技术成功与重医附一院实现远程
影像诊断、远程教学、多学科会诊；向
下，搭建远程会诊、远程心电、远程影
像诊断系统，实现远程心电、动态血
压、影像诊断的互联互通。目前为珠
溪、石马、龙石基层医疗单位出具放射
诊断报告共计63份。

建立区域病理检验中心，实行检
查结果互认。按照“病人不动、标本
动”原则，集团本部为各成员单位患者
出具检验检查诊断报告1752份，基本
实现了“基层治疗康复、本部检查诊
断”的诊疗模式。

共用考试平台，基层人员素质明
显提升。利用SIFIC考试云系统、“互
联网+317护”等信息平台对成员单位
实行“三基三严”同质化培训考试，有
力提升了基层医务人员整体素质。

建立急救网络系统，实现院前急
救同质化管理。目前已将石马镇卫生
院纳入了院前急救统一调度同质化管
理，6月已正式开始运行。截至8月
底，该院出诊35趟，挽救危急重症患
者达24人次。现正对其它成员单位
在准入资格、设施设备、人员资质进行
审核，争取早日纳入医院集团急救网
络。

大足区人民医院医院集团的成功
探索，有效整合和分配市、区、乡、村四
级医疗卫生资源，使得各级医疗卫生
机构的功能定位和诊疗范围更加明
确。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实现以
大带小、以强扶弱，促进基层首诊、双
向转诊、急慢分治、分级诊疗的就医新
秩序，打通医疗服务通道，实现各级医
疗卫生机构的互联互通。目前，体系
完整、分工明确、功能互补、密切协作、
运行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正逐步
在医院集团形成。

马太超 胡承菊 图/周丹

大足区人民医院医院集团探索“1+6”抱团发展新模式
2018年 12月 11日，大足

区人民医院医院集团试点工

作正式启动，成员单位涵盖石

马、珠溪、拾万、回龙、金山、龙

石镇6所基层医院。

启动仪式上，大足区委主

要领导强调，组建医院集团对

进一步优化全区医疗卫生结

构、提升老百姓看病就医获得

感、加快推动全区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增

强信心，形成合力，正视改革

试点过程中出现的困难，着力

解决好分级诊疗、医联体建设

等问题，力争到2019年底，形

成“医通、人通、财通，绩效同

考、信息同网”“三通两同”管

理模式。

经过近 10个月的磨合、

发展、创新，医院集团运行情

况如何？医疗卫生结构是否

得到优化？基层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是否得到缓解？

针对这些问题，大足区人民医

院医院集团向社会、群众交出

了一份满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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