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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黄河金三角区域
现代化医疗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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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医疗服务获国家卫健委表彰；
业内排名一年蹿升 25 位，位列省域医院 30 强第 7 位……

高质量发展之路如何铺就？
来自市中心医院发展一线的报告

被国家卫健委“2018 年度全国改
善医疗服务示范医院”
称号；
在 2018 年度“中国医院竞争力排
行榜”全国地级城市医院 300 强中位
列 第 161 位（相 比 之 前 排 名 上 升 25
位），在山西省域医院 30 强中位列第 7
位；
先后被卫健委授予国家标准版胸
痛中心、
国家高级卒中中心称号，正式
加入胸痛救治、卒中救治“国家队”行
列；
今年上半年，医院门急诊人次、出
院病人数、手术数量、单病种数量、临
床路径完成数量、日间手术数量等数
□记者

王耀

高质量发展之破题：

多科室会诊管理模式
没有细分亚专业、科研力量薄弱、
床位周转需进一步加快、技术水平需要
进一步提升……这是结束了之前的详
细走访、调研后，市中心医院多学科会
诊管理团队向该院重症医学科下达的
“诊断书”
。
2019 年 2 月，省委、省政府部署开
展“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活动，
提出了高质量转型发展的目标任务。
市中心医院紧紧抓住这一重大机遇，将
原本只应用于疾病领域的多学科诊疗
模 式（MDT）移 植 到 全 院 质 量 管 控 上
来，坚持问题意识和结果导向，组建多
科室会诊管理团队，利用行政管理部门
集中会诊临床科室发展的模式，对照大
讨论活动中的“六个破除”，自我革命，
刀刃向内，打破管理部门之间的壁垒，
化零为整，多点聚焦，用管理能力的提
升，来促进医院的高质量发展。
市中心医院质量控制办公室主任
周晶亮告诉记者，多科室会诊管理团队
坚持高点定位，全员参与，医院班子成
员全体参加，团队成员包括医务科、护
理部、人事科、党办、院办、质量控制办
公室、后勤管理科、财务科等多个行政
部门负责人。每周一、周四，多学科会
诊管理团队都要深入一个临床科室，对
其五项核心指标、人才梯队、党群关系、
患者满意度进行集中“会诊”，马上能解
决的问题，现场解决，复杂的问题按项
归类，限期整改。
“会诊”结束后，大讨论
督查组随即介入，确定时间表、路线图、
责任人，到期后，对查找出的问题进行
集中督查，对于督查中发现的难题，挤
破“脓点”，进一步细化解决，彻底铲除
病灶。
重症医学科主任李宝山深有感触
地告诉记者：
“ 多科室管理团队对我们
科室进行了集中会诊和把脉，启发我们
重新思考科室发展和定位。下一步，我

据同比上升；平均住院日、药占比、耗
材占比、
门诊人均费用、
住院人均费用
同比下降。
……
这些光辉的数字正是身处深化医
改大潮的运城市中心医院，面对十九
大提出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发
展健康产业”新要求，面对市委市政府
“对标一流、
转型发展”的新规划，开拓
创新，勇于实践，以医院高质量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为统领，以提高医疗质量、
改善医疗服务、保障医疗安全为内生
动力，探索出的一条“以群众满意为最
高追求”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们要按照‘会诊药方’，实行台账式管
理，进一步加强和北京协和医院的对
接，高标准完成专科建设，把重症医学
科打造成黄河金三角首屈一指的急危
重救治中心。”
截至目前，多科室会诊管理团队共
调研了 40 个学科，解决问题 60 项，限
期整改 40 余项，梳理科室发展目标 30
余项。
“ 会诊、督查双管齐下，全面、全
院、全过程实现了 PDCA 闭环管理，持
续循环改进，形成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合力。”周晶亮说。
此外，市中心医院更是以以实施公
立医院绩效考核、人事薪酬制度改革为
抓手，强力推进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落
实，加强对全院医师的定期培训和考核
工作，坚持“三基三严”，进一步加强对
手术操作、药物调配、临床输血、基础护
理、院内感染等关键环节的质控管理，
实施全流程质量管理，紧盯环节质量，
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积极推行多学
科联合诊疗模式，提质增速，确保医疗
救治工作平稳有序、优质高效，使得运
城市中心医院的全院质量管理水平逐
步提升。
。

高质量发展之解题：

学科建设
4 月 4 日，一例特殊的手术在市中
心医院手术室紧张进行着。患者今年
60 岁，因为大脑左侧长有一颗胶质瘤
需要进行开颅手术。与一般的开颅手
术不同，此次手术强调“术中唤醒”，
就是说，手术过程中，需要按照预订
方案，开颅后，将患者唤醒，与之简
短对话后，继续进行手术。手术全称
很长——首例功能磁共振定位、术中超
声辅助和术中唤醒下的开颅功能区肿
瘤切除术。与“不唤醒”相比，这类手术
可以在切除肿瘤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
护患者脑功能，减少患者的心理创伤。
据了解，这是市中心医院进行的首
例此类手术，也是继省人民医院后第二
家开展此类手术的医院，充分体现了运

▲党委书记、
院长高萍（前排右二）带领多科室会诊管理团队现场办公
城市中心医院的综合诊疗服务水平和
能力。
首例跨省空中救援、省内首例 ASI
入路全髋置换术、院内首例左心耳封堵
术、关节外科李钊实现医院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零”的突破……这些高精尖技
术不断涌现，是市中心医院以学科建设
为抓手，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所结下的
累累硕果。
近年来，运城市中心医院一直秉承
以学科建设为引领，实施“引进来、走出
去”人才战略，响应市“凤还巢”计划，引
进运城籍为主的，全国有影响力的专家
学者来医院工作，已完成签约 45 人，有
力地提升了各学科的学术影响力。
2017 年、2018 年度，完成管理精英和骨
干医生进行国际访问、研修学习 26 人
次，举办国际学术交流会议 9 次。倾力
发展优势学科群，努力打造区域性医疗
中心，妇科、心内科、神经外科、神经内
科、肿瘤科及临床护理专业等特色科室
脱颖而出，成为省级重点建设学科或省
级临床重点专科。并通过重点学科建
设，带动了一批相关学科提档升级，共
同发展壮大。
运城市中心医院正进一步通过加
强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以区域专科联
盟等为载体，强化激励约束措施，加大
重点专科创建与支持力度，完善和壮大
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危重孕
产妇救治中心、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等
5 大中心建设，不断提升救治危重症患
者的服务能力。

高质量发展之答题：

持续改善医疗服务
今年以来，结合卫健委部署的“持
续改善医疗服务活动”，各临床科室积

极加快床位周转，减少平均住院日，努
力降低患者医疗费用，力争为患者创造
良好的就医环境。
——为方便患者，在门诊大厅大力
推广各类自助设备的使用，如自助挂
号、
自助缴费、
自助打印报告等，节省患
者就医时间。
——为节省患者就诊时间，各医技
检查科室实行弹性工作制，就诊高峰期
提前半小时上班接诊患者，满足患者就
医需求。
各职能科室及后勤班组主动服务
意识不断增强，工作人员深入门诊、临
床一线，积极为临床一线医务人员解决
工作实际困难，化解医院内部运行中的
问题，破解内部的症结，确保为患者提
供流畅、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力争让
广大患者尽快重获健康。
一名经历过生死的来自垣曲的产
妇深情的说到，
“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我生二胎时，因为羊水栓塞，生命一度
垂危。是医生给我了第二次生命，那体
验真是刻骨铭心。”
“我们全家有 4 个人先后在中心医
院治疗，每次都很满意。说实话，对一
个患者来说，医护人员的敬业甚至比医
术更重要。”市人大代表、道德模范杨春
霞对运城市中心医院更是赞不绝口。
这些患者们的朴素
话语，就是对运城市中
心医院坚持走持续高质
量发展所取得各项成绩
的最好褒奖。
我们共同期待着运
城市中心医院发展得更
快、更高、更强，成为黄
河金三角区域的高水平
综合诊疗服务中心，更
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
健康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