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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郑大一附院采取引培结合，大力实施人才战

略。
人才建设是医院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保障。人

才培养及引进是医院发展的根本，郑大一附院以全
国和省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为指导，出台了一系列
科研、临床高级人才引进政策，加大人才引进培养
力度。医院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大都是国外和国内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专家教授及团队，如中国工
程院杨胜利院士、中国科学院秦志海教授、北京安
贞医院董建增教授和哈医大二附院刘冰熔教授等
团队。

群英荟萃筑高地，厚德精业更博学。
目前，郑大一附院有全职院士 1名，特聘院士

18名，国家杰出青年2人、长江学者2人、千人计划
2人、百人计划2人、中原学者2人，医学博士1478
人等。同时医院自己也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5人，省管优秀专家19
人，省级厅级学术带头人37人，创新人才56人。在
省以上学术团体担任常委以上职务300余人，如全
国中华医学会各专业分会主任委员2名，候任主任
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6名，常委16名，其他学会的
会长、副会长，主委、副主委、常委等若干名，目前有
国外兼职教授60名。在国内外杂志担任编委以上
职务的有200多人。

为加强对医院青年人才的支持和培养，郑大
一附院出台了《青年创新基金实施办法》，并根据
医院实际不断进行修订，共评选出五届院内基金
资助对象。其中，2017年第五届院内青年基金合
计资助经费3640万元。截至目前，医院共拿出近
1.5 个亿的经费用来支持青年医师的科技创新研
究。

2016年 5月，郑大一附院又出台了《跨学科协
同攻关博士科研团队基金实施办法》，首批确定30
个博士科研创新团队，立项 30项，每项资助经费
300万元，共资助经费 9000万元。这些重大支持
科研创新的举措，为医院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
更大活力！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民健康上升到了时代

的高度!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的郑大一附院，不仅
肩负着守护一亿中原百姓的健康使命，更要争取成
为全国卫生战线医改和医学事业发展的先锋，也必
将为我国的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医改引领 惠民为民 做细做优 全面做强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远程医学中心搭建的中国国际远程医学平台,作为“健康丝绸之路”的标志性成果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上接第一版）
9月 16日，是郑大一附院郑东院区开诊一

周年的日子，郑大一附院举行大型惠民义诊活
动。医院党委书记张水军教授在义诊现场告诉
记者，为响应国家“精准扶贫”“健康扶贫”政策，
郑东院区从去年开诊之日起，对住院患者中的
全省低保人群实行减免医疗费用政策，仅此一
项，一年来就为 5076 名患者减免医疗费用
4459万元。这项惠民举措不但拯救了无数的
生命，也挽救了无数的家庭，得到社会的广泛赞
誉！

为大力推进医联体建设和分级诊疗政策的
落实，郑大一附院全面开展多形式、多类别的医
联体建设活动，先后成立了脑血管病、神经重
症、急诊、肝病、血液透析、消化和重症医学等多
个学科、专科和专病医联体，涵盖了我省主要县
市级医疗机构和多家社区门诊，实现医联体内
资源信息共享、资源整合，为建设“基层首诊、双
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
为患者提供连续的优质高效医疗服务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对口支援工作是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水平的
有效方式之一。郑大一附院目前承担着6家县
级医院的对口支援工作，每年选派80名左右医
师赴受援单位开展工作，对外转率排名前五位
的临床专科进行重点建设。在郑大一附院的帮
扶下，武陟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和普通外科、睢
县人民医院的普通外科、沈丘县人民医院的呼
吸内科、光山县人民医院的儿科和神经内科，分
别获批河南省县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经
过近年来的帮扶，各受援医院综合实力显著增
强，仅2013—2016年，各受援医院年门诊量平
均增长18.84%，年出院病人平均增长11.84%，
年手术台数平均增长 10.8%，为缓解基层人民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提升基层医疗水平作
出了积极贡献，实现了优质资源的下沉和共享。

在做好对口支援的同时，郑大一附院不断
加强基层骨干医师培养，认真落实河南省“369
人才工程”，启动“红会送医计划”，进行“515”

“512”工程医师培训，推进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工作，承担定向生规范化培训任务，是目前国内
招录全科专业学员最多的基地。医院实行免收
基层医务人员进修费，每月发放生活补贴1000
元等优惠举措，为基层医院人才培养提供便
利。作为全省乡村医生培训中心，郑大一附院
已累计免费培训3000余人。同时，开展巡回医
疗，定期进行多种形式的会诊、义诊活动，把大
专家送到了百姓的身边。

近年来，以郑大一附院为依托建设的河南
省远程医学中心构建的覆盖全省及省外多家医
院的远程医疗服务体系，每年免费开展大型疑
难杂症多学科综合会诊和专科会诊近 3万例，
远程医疗咨询6000余次，开展远程教育300余
次/年，年培训基层医师40余万人次，有力提升
了基层医疗机构的技术水平，减少了当地患者
的外出就诊率。8月 18日，在国家卫生计生委
主办、国家卫生计生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承
办的“一带一路”暨“健康丝绸之路”高级别研讨
会期间，在第26届中国国际医用仪器设备展览
会上，作为唯一受邀的医疗机构，郑大一附院搭
建的中国（郑大一附院）国际远程医学平台被作
为我国“健康丝绸之路”的标志性成果推向“一
带一路”国家，为我国带来了荣誉。

危重病人抢救时间就是生命！为方便全省
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郑大一附院患者转运服
务中心免费接送患者到院及时救治，医院入院
准备中心和急危重症服务中心弹性调配医院床
位，为急危重症患者提供住院“一条龙”服务，对
可以转至下级医疗机构进行康复的患者，转运
中心再免费转运患者至下级医疗机构。今年1
至 9月份，该中心已免费转运全省疑难重症患
者1140人，累计行程342491公里。据悉，为方
便全省和周边省份患者，郑大一附院又购置了
4辆国内最先进配置的转运车。

为做好公共卫生应急救援工作，郑大一附
院自筹资金1400余万元，组建了中原地区唯一
的一支“国家卫生应急救援队”，该队伍有医护、
后勤保障人员80余人，拥有手术车、急救装备
等先进设施，定期组织应急事件演练，为省内外
卫生应急救援工作开展提供坚强保障，随时应
对国内外大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确保
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在做好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管理工作的同
时，郑大一附院不断加大国际间的合作和援
助。作为中国第十八批援赞医疗队的牵头单
位，郑大一附院圆满完成任务，载誉归国。援赞
医疗队队长、郑大一附院副院长苟建军介绍，援
赞期间共接诊门诊患者1.2万余人次，完成手术
病例1500余例，麻醉病例1800余例，抢救危重
病患 200余人，开展创新项目 30余项，带教指
导学生300余人，结下了深厚的国际友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学科建设是医院建设发展的重中之

重。郑大一附院近年来牢牢抓住这个
“龙头”，合理调整专业结构，推动专业细
化与重组，连续实施学科间“找差距、上
水平”工程，做好学科战略定位等，进行
专科能力建设和技术推广，带动一般学
科和新兴学科发展。据悉，目前郑大一
附院有 20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
目，居国内医院第12位，临床医学是河南
省首批优势学科，食管癌防治是首批特
色学科，河南省重点学科27个，重点培育
学科2个，学科建设在省内一枝独秀。

医院的立院之本在于临床技术和疑
难重病的救治能力。近年来，郑大一附
院大力发展重症医学，由单一综合 ICU
发展成为综合 ICU、PICU、EICU、CCU、
神经 ICU、SICU、NICU组成的功能完备
的重症医学体系，重症医学床位649张，
占总床位比7.7%，居国内医院前列。

医院加强多学科协作，门诊多学科
疑难病会诊中心年会诊 15000余例，还

成立肝癌、淋巴瘤等多个疾病诊疗协作
团队，加强院内多学科会诊管理，提高救
治危重症和疑难疾病患者救治效果。
2016 年，医院疑难危重患者救治比例
58.27%，三、四级手术比例74.68%，减少
了人民群众外出北上广就医比例，极大
地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

目前，郑大一附院已经建成了国内
完备的学科体系，在建设水平、服务能
力、行业影响力和社会声誉上迈上新的
台阶。其中，2015—2016 年，在国家医
疗数据中心运用大数据评估出19个临床
学科，郑大一附院 15 个学科上榜前 15
名，居国内医疗机构第3位；复旦大学中
国医院最佳科室排行榜中，该院临床药
学排名全国最佳专科第2名，肾脏病等6
个专科进入前20名等。日前，在刚刚公
布的2017年中国医院影响力排行榜中，
郑大一附院位居全国第26位。在9月艾
力彼公布的2016华人地区最佳医院100
强中，该榜单涵盖了中国大陆、台湾、香
港、澳门和新加坡地区的优秀综合医院，

郑大一附院是河南唯一上榜医院，为我
省医疗界赢得了地位和荣誉。

按照《河南省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规划》，郑大一附院牵头建设我省组建
的 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 2个重点学
科领域，即河南省脑血管和器官移植国
家区域医疗建设中心。为建设好两个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医院集中人力、财力和
物力，制定详细发展规划，先后与湖南湘
雅医院、上海仁济医院、第四军医大西京
医院和北京天坛医院等国内外先进机构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学科建设、人才培
养和医院管理方面进行长期交流与合
作，稳步推进“两个中心”的建设，为医院
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综合）打下坚实
基础。

日前，喜讯传来，在教育部刚刚公布
的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中，郑州大学
顺利入围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临床
医学成为“双一流”建设学科，为建设国
内一流现代化医院注入了新的更强大的
活力。

百姓评价一家医院的好坏，往往看
的是医院治病救命的能力，也就是医院
的技术实力。医疗技术的突破能力、医
疗技术的创新能力代表了医院强劲发展
的原动力。

郑大一附院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医疗
新技术的开展和突破，先后出台相关奖
励政策，为医院发展不断注入新活力。
近年来，一大批具有国内国际领先水平
的新技术在该院得到应用，其中国际首
例应用“等位基因映射识别MaReCS技
术”精准阻断染色体平衡易位向子代传
递健康婴儿在该院成功诞生，填补国际
空白。中国首例应用单细胞SNP微阵列
技术进行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试管婴

儿诞生，应用体外激活休眠卵泡及卵巢
组织自体移植技术治疗卵巢早衰试管婴
儿诞生，亨廷顿舞蹈症应用“核映射及
SNP芯片”联合诊断技术进行胚胎植入
前遗传学诊断“双芯试管宝宝”诞生,“韩
新巍式血管可回收支架”的临床应用，同
卵双生活体供肝肝移植手术等均填补国
内空白。3D打印技术已在多个临床学科
中成功实施。

日前，郑大一附院达芬奇手术机器
人已成功开展泌尿、妇科、肝胆、胃肠、肛
肠、胸外等各类手术。8月份，郑大一附
院开展的达芬奇机器人手术例数高达86
例，居国内医疗机构第5位。

肝、肾移植数量居国内医院前列，

其中小儿肾移植居国内医疗机构首
位。刚刚过去的 9月，郑大一附院肝移
植团队完成了一例同种异体劈离式肝
移植手术，成功拯救了两名患者生命，
标志着河南省肝脏移植技术获得突破
性进展。

欲先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为给技术创新和突破提供有力保

障，郑大一附院高瞻远瞩，购置国际尖端
医疗设备，为创新突破搭建平台。目前，
郑大一附院大型医疗设备无论在数量还
是质量上均居国内医疗机构前列，其中
机器人手术室、CT复合手术室、磁共振复
合手术室、DSA复合手术室和骨髓移植
中心设备均属国内领先。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郑大一附院坚持科技强院，致力打

造国内一流的“研究型医院”。近年来，
为提高全院职工开展科学研究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郑大一附院不断加强和完善
科研管理激励机制，制定科学合理的奖
励、激励措施，为科研创新助力，各项成
绩不断刷新纪录！

重要科研平台、重大科研项目的立
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高影响力论文
的发表代表一个医院的科研实力和水
平。

目前，郑大一附院有国家临床药物
试验机构39个，数量居国内医疗机构首
位。医院现有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分
中心4个，国家、省、厅（市）以上科研机构
77个。先后成立了转化医学中心、罕见
病研究中心、精准医学中心、临床大数据
中心、生物样本库，科研设施和条件不断
完善。

6月 16日，互联网医疗系统与应用
国家工程实验室落户郑大一附院，这是
我省医疗卫生领域的第一个国家级科技
平台，承担了我国互联网医疗关键设备
和系统等相关领域的技术开发、临床转

化、产业推广和人才培养等工作，为构建
我国互联网医疗领域自主知识产权和标
准体系进行积极探索。该实验室不仅实
现了我省医疗卫生领域国家级科技平台

“零”的突破，更为我省战略新兴产业的
发展特别是落实国家“互联网+”行动计
划和推动河南省国家大数据试验区建设
铸造了坚实基础。

近年来，郑大一附院在国家级科研
项目的立项上不断地刷新纪录！无论是
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历史性新突
破。

近5年，郑大一附院获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达 294 项，立项经费共计
10073万元。仅 2017年，获批 79项，再
次刷新纪录，占郑州大学立项总数的
35%以上，全国医院排名达到第 13位。
这将对我省医学事业和科研技术创新发
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其成果也将惠及中
原百姓，甚至为全人类的健康带来福音。

郑大一附院，2016年获得“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及专项课题5项，2017年
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及专项课
题6项。重点研发计划稳步提升，科研项
目的立项必然催生科研成果的诞生。

科研成果方面，郑大一附院先后填
补了国内、国际空白近20项，硕果满枝。

近5年来，郑大一附院先后获得省级
以上科技成果奖72项，其中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1项、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1
项和省科技进步一等奖4项，实现了河南
省医学界多个“零”的突破，这一项项硕
果是以郑大一附院若干学科带头人为代
表的科研团队，披荆斩棘、攻坚克难所取
得的，每一项科研成果的临床转化，都会
造福万千百姓，促进该领域医学事业发
展前进的步伐。

随着郑大一附院科研力量的不断增
强，孕育和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的科研论
文。其中，SCI论文无论从数量及质量上
也在不断刷新着纪录。2016年医院发表
SCI论文 543篇，其中影响因子5分以上
66篇。2017年有望更多更高影响因子
的高科技论文产出。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在2016年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名

中，郑大一附院是全部26个学科入围百
强的全国11家医院之一，科研创新能力
在国内同行中不断得到认可的同时，更
让成果惠及到更多百姓，造福社会家庭。

搭建人才发展平台

“筑巢引凤”提升内涵

以学科建设为抓手 实现名科造就名院

新技术带来新发展 好政策带来新活力

科研创新捷报频传 多项成果铸锭辉煌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刘章锁
在河南省血液透析联盟成立大会上讲话

2017年6月16日上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互联网医疗系统与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在郑东院区
揭牌

由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自筹资金建设的河南
省唯一一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装备精良、技术力
量雄厚，多次圆满完成全省大型卫生应急演练和突发
事件紧急医学救援行动。实现了集成化、车载化和自
我保障化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水军教授成功实施
河南省首例达芬奇机器人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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