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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市：着力实施
“十大提升工程”

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为救伤者 急救人员冒雪翻山 2版

提高“逆商”可促进护理工作 4版

商丘市：确保行业安全稳定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各医疗卫生机构：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新医改启动10周年，为了全面展示新时

代医改新气象，促进各地交流互鉴，打造格局更大、群众基础更广的医改传播
阵地，搭建一个卫生健康行政管理人员、医疗卫生机构、行业媒体交流互动的
平台，经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同意，决定评选河南省2018年度“医改十大
创新举措”“医改典型案例”，并举办医改典型经验交流会。

一、推选范围
推荐主体为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各处室及省直医疗卫生单位。各地各单位推荐的创新举措应符合国
家和省委、省政府医改政策，围绕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县域综合医改、分级诊
疗制度建设、医联体建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体系、医保支付方式
改革、“互联网+医疗健康”、医疗服务提升、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人事薪酬
制度改革等重点领域，全面梳理创新性举措，深入挖掘典型做法，经实践证明
取得良好成效和社会反响，具备创新性、实践性和惠民性，具有可推广性、可
复制价值。

推荐的创新举措必须是聚焦全局性、突破性、带动性的关键措施，在全省

能够形成较强的示范效应。
推荐的医改典型案例可围绕一个具体问题，认真梳理主要做法，为其他

地区或单位提供参考借鉴。
二、评选程序
评选活动按推荐、初评、投票、终评、表彰 5 个阶段进行。推荐名额

为：省辖市可推荐一两项“医改十大创新举措”、2 个“医改典型案例”；省
直管县（市）推荐 1 项“医改十大创新举措”、1 个“医改典型案例”；河南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各处室和各省直医疗机构可推荐 1 项“医改十大创新举
措”、1 个“医改典型案例”。在此期间，《医药卫生报》将选择一些创新举
措和典型案例予以报道。

推荐阶段（2019年3月20日前）。由各地各单位推荐上报“医改十大创新
举措”“医改典型案例”候选案例。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以地区为单位申
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各处室和省直医疗机构可独立申报。

活动评委会汇总初评、展示、投票等结果后，最终评出河南省2018年度
“医改十大创新举措”“医改典型案例”，并在2019年5月举办的经验交流会上
表彰。

三、推选要求
（一）各地在推荐“创新举措”“典型案例”时，应一并报送2000字左右经

验材料，并附300字以内的摘要用于投票展示。报名表在《医药卫生报》微信
公众号下载，按要求填写后把电子版发送到指定邮箱（z20105321@163.
com），材料和推荐表请邮寄到医药卫生报社828室。

（二）广播、电视类等辅助材料（必须是播出版），不
得重新编排制作。

（三）报送时间截止到3月20日。
联系人：邵 倩 李 歌
联系电话：（0371）85967069
15036086611
邮箱：z20105321@163.com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博学路

与学理路交叉口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8楼医药卫生报社828室

2019年2月15日

关于评选河南省2018年度“医改十大创新举措”“医改典型案例”
暨举办医改典型经验交流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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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金灿）2月18
日，河南省肿瘤医院与正大天晴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正大天晴）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双方将联合开展新药临床
试验和上市后药物的探索性研
究，推动科研成果向临床转化；加
强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
养，提升肿瘤精准诊疗能力，造福
广大肿瘤患者。

据悉，医院与药企联手，共同
推动肿瘤药物科研与临床转化工
作，在河南尚属首创。

化学药物治疗是肿瘤治疗的
主要手段；能够精准及时用上疗

效好、价格便宜的药物，是肿瘤患
者的热切期盼。而新药在上市之
前都需要经过复杂的临床试验，
以评估测定药品的精准疗效及安
全性。但是，新药一旦上市，往往
因价格昂贵让很多患者望而却
步。

“医院与药企合作，会使临床
试验的信息更加便捷通畅，使患
者更快更早接触到最新的临床试
验，用到最新的药物，接受最新的
治疗方案，从临床试验中获益。”
河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罗素霞
说，有些药物尚未在国内上市，但
已在国外上市并应用，疗效和安

全性已获临床验证，其安全性和
有效性更有保障。患者只有通过
国内的临床试验，才有机会提前
使用这些药物。有些新药尚未在
国外上市，而在全球同步进行临
床试验。在这种情况下，患者有
可能获得最新治疗机会，提前从
未上市的新药中获益。再加上进
行临床试验的一般都是该领域比
较权威的专家和医院，参加试验
的患者可以在住院、检查等方面
得到更好的照料和关注，接受规
范化治疗和随访。

据了解，双方主要在科研、人
才引育、医院管理、平台建设等方

面开展合作。
具体来说，河南省肿瘤医院

发挥专业技术、病源规模等优
势，结合正大天晴的研发管线
及临床前研究平台优势，联合
开展肿瘤生物标志物、药物分
子机制等相关基础研究。根据
国家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
范，双方在优势领域联合开展
新药临床试验和上市后药物探
索性研究，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联合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同时，双方建立医学人才交流
学习渠道，通过互派科研人员
交流学习、定期举办学术交流

会等形式，共同培养创新型、复
合型、应用型人才。

此外，双方还将共建国家级
和省级重点实验室或工程研究中
心。

正大天晴支持河南省癌症基
金会相关工作，推动河南省肿瘤
防治事业发展。

河南省肿瘤医院利用“河南
省癌症中心”（郑州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河南省肿瘤研究所）“河南
省肿瘤防治联盟”“河南省肿瘤医
院专科医联体”等平台，与正大天
晴探索业务合作模式，并为其提
供品牌展示平台。

本报讯（通讯员黄晓玲 姚彩歌）
以前，偏远村庄的患者想找专家看病，
就要乘车到县城甚至市区，路途远、花
费多；现在，郏县所有的乡镇卫生院和
村卫生室都已经接入了互联网医联体
平台，患者不出村就能请专家看病。2
月 19 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
任黄红霞到平顶山市郏县调研县域综
合医改工作时，肯定了当地的“互联
网+医疗健康”工作。

据了解，通过互联网医联体平台，
乡镇卫生院医生或村卫生室乡村医生
如果有需求，可随时连线县级医院的
医生进行远程问诊。远程问诊模式使
县、乡、村医疗资源实现了共享，推动
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了村卫生
室的医疗服务水平。

黄红霞对郏县“互联网+医疗健
康”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她说，郏县的
医改工作起步早、力度大、基础好，在
医联体建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互
联网+医疗健康”等方面取得了许多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希望郏县继续
加大创新力度，将“互联网+医疗健
康”工作做好做扎实，进一步完善制
度，做好配套政策衔接，不断提升综合
服务能力，让更多群众享受医改带来
的实惠。

本报讯（记者杨冬冬 通讯员
范东升）2 月 21 日，记者从平顶山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该市已完成
3704家医疗机构现场信用评价工作，
实现了行业全覆盖，评定出信用优秀
单位 355 家、合格单位 3281 家、差单
位68家。

2017 年，平顶山市选择卫东区、
宝丰县、郏县为试点单位，在全省率
先启动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信用评价
试点工作。试点单位投入专项资金，
建立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信用评价信
息平台。群众通过微信扫描医疗机
构二维码，可以直接查询医疗机构的
基本信息、医护执业信息、行政处罚
信息和信用等级，还可以对医疗机构
进行评价和举报投诉。

经过探索，平顶山市构建了医疗
机构自治、行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
监督“四位一体”综合监管模式，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对此给予充分肯定。1 月 22
日，平顶山市在全国卫生监督工作会
议上介绍了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信用
评价工作经验。

“通过信用评价，将医疗机构
的信用级别分为优秀、合格、差 3
个等级，进行分类监督管理。对优
秀的给予相应的鼓励，减少监督频
次；对差的进行重点监督，增加监
督频次，切实做到奖惩并举、精准
监管。”平顶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任李自召说，平顶山市将不断完
善机制，强力推进医疗机构依法执
业信用评价信息化和标准化建设，
切实提升监督管理效能，加快推进
健康鹰城建设。

本报讯 2 月 20 日，济源
市召开卫生计生工作暨健康
促进市创建会议。2019年，济
源市将以“十大提升工程”为
抓手，“强基础、精医疗、创特
色、惠民生”，着力实现健康济
源建设新突破。

一是以加强公立医院党
建为抓手，实施卫生健康党建
质量提升工程。二是以优化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为抓手，实
施优质医疗资源提升工程。
加快推进妇女儿童医院项目
回购重组工作；优化整合基层
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资源；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
置，启动市人民医院迁建工
作。三是以综合医改为抓手，
实施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
工程。推进紧密型医共体建
设，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构建新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服务模
式，让群众就近看得上病，享
受优质医疗服务。四是以精
准施策为抓手，实施健康扶贫
提升工程。五是以重大疾病
防控为抓手，实施公共卫生服
务提升工程。六是以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为抓手，实施全民
健康素养提升工程。做实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实健康素
养促进行动，把预防为主落实
到每个家庭，让群众少生病、
不生病；七是以生育全程健康
服务为抓手，实施出生人口素
质提升工程。八是以改善医
疗服务行动计划为抓手，实施
患者满意提升工程。提升医
疗服务质量，精准对接人民群
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健
康需求，让群众看病更舒心。
九是以发展“互联网+医疗健
康”服务为抓手，实施全民健
康信息化提升工程。加快智
慧医疗建设，构建“互联网+医
疗健康”服务新模式，促进互
联网与医疗健康服务深度融
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
层、互联共享，让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医疗
卫生服务。十是以贯彻落实

《中医药法》为抓手，实施中医
药传承创新提升工程。

在会上，济源市中医院、
济源市中心血站、济源市大峪
卫生院做了典型发言。

（王正勋 侯林峰 常 佩）

←2月21日，在浚县古庙会上，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
生为一位老人检查。这是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与浚县人民
医院联合举办的“百年名院，百名专家”大型惠民义诊活动的一个
场景。在活动中，这两家医院的100余名专家现场回答了群众关
于常见病、慢性病的咨询，并对有些患者作了初步诊断；护理人员
免费为群众测量血压和血糖。自2016年以来，“百年名院，百名
专家”大型惠民义诊活动已惠及1万多人。 段桂洪/摄

本报讯（记者赵忠民 通讯员
德 付）昨日，记者从商丘市卫生健
康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19年，商丘
市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廉政作风
建设，全力做好健康扶贫再攻坚、

“两城联创”工作，抓好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确保行业安全稳定。

商丘市将持续深化医改，加快
构建分级诊疗新格局，持续推进县
域综合医改；继续把推进“三项活
动”作为提升卫生健康整体水平的
重要抓手和载体，着力巩固活动成
果，建立长效机制；全面加强卫生

健康人才队伍建设和重点学科能
力建设，大力引进和培养高层次人
才，搞好住院医师规培及全科医生
队伍建设，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和学
科能力建设；扎实推进区域健康医
疗中心建设，加快推进医院项目建
设、信息化建设；加强市、县两级中
医医院建设，强化中医药人才培
养，持续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加
强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拓展服务
范围，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验、
廉”的特色优势；持续提升健康服
务能力，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加强人口

监测和家庭发展工作，提升干部保
健服务水平，高度重视健康老龄化
工作；加强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管
理，创新服务理念，建立医患沟通
机制，深入推进行业作风建设，强
化监管，建立医疗事故防范和处理
机制，切实把抓落实、求实效贯穿
于医院管理工作全过程；注重民营
医疗机构执业行为整顿规范，将民
营医疗机构的质量管理纳入整体
质控体系，加强民营医疗机构质量
信息分析研究，提高民营医疗机构
抽检比例，对民营医疗机构和公立
医疗机构实行同质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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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肿瘤医院与药企联手

加速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与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