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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县人民医院专家到大孟镇卫生院进行对口支援

医学管理专家说，手术的成功与失败，并不仅
仅取决于手术本身。手术后的护理同样重要。细
节决定成败。其间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任何一个
细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全盘皆输，甚至夺去病人
的生命！

中牟县人民医院十分重视提升护理品质，以谋
发展、求创新为己任，在专科护理、护理教学、护理
管理等方面求真务实，精心打造优质、安全、科学、
高效的护理服务品牌，防患于未然，给患者和手术
后的病人加了一道保险。

实施护士长24小时内访视制度，重点对新入、
转入、危重、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及有纠纷倾
向的病人进行访视。医院选出操作技术娴熟、应变
能力强的选手成立护理快速反应小组、参与护理总
值班和全院危重患者的急救。加强环节质量控制，
减少护理缺陷发生，有效提高了护理工作质量，保
障了护理安全。实行患者入院时、住院期间、出院
期间阶梯式健康教育模式，保证入院护理服务、出
院指导落实率100%。

中牟县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李玉红说，围绕以
病人为中心，提升护理服务能力的理念，近年来，我
们重点关注跌倒/坠床、压疮、管路滑脱等安全和风
险管理，重点提升专科护理水平，开展了脑卒中溶
栓、脑血管介入、心内介入术、中医肺康复、小儿推
拿康复等专科护理新技术；重点落实护理核心制
度；加强了急诊、ICU、手术室、血液净化等专科护
士的培养；品管圈管理获市优秀奖，护理管理走上
了科学轨道。

“我们医院对新上岗护士及低年资护士进行法
律、法规、规范、质量和安全以及急救、护理操作的
培训及考核，每季度对N0-N2级护士进行三基三
严理论考试一次，每半年对全体护理人员进行三基
三严考核一次，护理管理岗位培训率100%。有效
提高护士自身专科素质及技能操作水平。”中牟县

人民医院神内二科护士长王素花说。
如何构建优质医疗服务管理格局？在由国家

卫生计生委体改司指导及有关部门举办，中国“烽
火行动”品质无边界——县级医院改革与管理创新
论会上，白金娥正在与医学界专家分享中牟县人民
医院现代医院管理心得：

预防与控制医院感染是保障医疗安全的一项
重要工作，近年来，感控工作进一步规范；2014年
引进感控系统软件；每年组织全员院感知识培训，
开展手卫生暗访、调查等举措来不断促进手卫生依
从性，使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

质量管理是提高医疗质量和安全的必要途径。
2013年3月医院成立质控科，成立之初主要是组织
以晨交接班为载体的业务查房及质量检查。

2014年对质量管理工作采取“灌输式”的模式
进行推行。一是请进来“灌输式”管理知识。邀请

“医院管理专家,北京大学医学部特聘教授史晓群”，
进行为期7天的全天候“灌输式”培训。二是派管理
人员参加管理培训，赴厦门长庚医院、浙江邵逸夫医
院、嘉兴市第一医院进行“灌输式”参观学习。三是

“灌输式”推行了晨交班、院务会、片区会、运营分析
会、信息发布会，初构质量管理“模型”。

2015年医院质量逐渐成熟。建立及完善了质
控体系及组织架构，首次制订了《综合目标管理考
核细则》及《中牟县人民医院2015年医院质量与安
全管理控制方案》，推行综合目标管理考核，加强了
院科二级质量管理，运用PDCA管理工具，规范不
良事件管理，有效促进了各项工作的落实及质量的
持续改进。

2016年邀请中国医药大学（台湾）医务管理系
教授马作镪进行了三天“管理工具”的实战培训，学
习 SOP、品管圈、CRA、HFMEA等管理工具。首
次将运营能力纳入综合目标考核，使质量管理与运
营管理融为一体，以经济杠杆撬动质量管理。

2017年首次将职能科室、门诊医生、乡镇卫生
院纳入管理系统，重点加强了医疗环节质量质控，
每月确立重点改进项目，帮扶科室质量持续改进。

目前，中牟县人民医院运用三级网络、四级质
控、五大板块、十个考核组、实行“三种方法”进行综
合质量管理。“五大板块”：医疗板块、医技板块、护
理板块、行管板块、医辅板块；“十个考核组”：分别
是医疗、护理、合理用药、感控、疾控、医保、运营、学
科建设、行管后勤、劳动纪律医德医风考核组，每组
都有一套完善而严谨的考核细则。“三种方法”：每
月印发《质控简报》、每月召开质控分析会、每月对
综合排名靠前的科室进行奖励。

后勤综合保障服务实行“调度中心”统一调度
服务方式，设立调度专线66188，实行24小时全天
候、无缝隙、随叫随到的综合后勤服务。

经过四年的探索与实践，逐步实施了“全员、全
过程、全系统”的全面质量管理，使该院管理工作从
最初的不理解，到现在的主动管理，从经验管理向
监控431项指标，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实现了质控
管理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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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波澜壮阔，却已润物无声。
砥砺奋进的五年，在时空的坐标

上，在河南中牟县的历史年轮中，诞
生了一个重要的节点——全国首批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县，中牟
县人民医院被国家卫生计生委确定
为全国第一批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
点单位。扮演“龙头”角色的中牟县
人民医院，沐浴春风，勇于担当，攻坚
克难，医改风生水起，托起了县级公
立医院分级诊疗的“龙头”，在中国医
改的画卷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收
获着一份份沉甸甸的喜出望外：

省委书记来医院啦！
9月 14日，河南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来到中牟县人
民医院，深入了解分级诊疗等情况，
勉励医院职工要扎实推进县域综合
改革和区域医疗协作，提升县级医院
服务能力，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完善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上下贯通的
体制机制，让群众的健康问题在县域

内得到较好解决，努力实现方便便
宜、放心舒心、就近就医。

中牟县人民医院的职工忘不了，
这几年，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等领导
来医院调研公立医院改革的深情嘱
托。

中牟县人民医院院长白金娥此
刻心潮难平，她更忘不了国家省市领
导，特别是中牟县委书记潘开名、县
长楚惠东、县卫计委主任王进兴等各
级领导，多年来高度重视亲切关怀，
谆谆教诲殷切期望，为中牟县人民医
院改革指明了道路，如阳光点亮中牟
县人民医院事业发展的梦想。

11月 29日，国家有关部门组织
医改专家和中外媒体走进河南中牟
县人民医院调研县级公立医院改革，
白金娥向他们介绍医院深入贯彻学
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的实践做法。

从“平民诊所”起步，具有 85年
建院历史的中牟县人民医院，正向世
界讲述一个中国县级公立医院改革
的精彩。

如何才能让老百姓留在县里看大
病？在国家医改大蓝图上，分级诊疗成
新一轮公立医院改革的重头戏。

中牟出名啦！
2016年9月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深

化医改经验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从
全国省、市、县三级典型中筛选出唯一的
河南中牟县分级诊疗模式的发布，受到
普遍的关注。

近年来，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水
区，医改啃硬骨头的攻坚期，全国首批县
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县中牟，运用
47万人口医疗需求大数据，统揽公立医
院分级诊疗改革，探索出一条既为“超
载”的大医院卸载、又让乡村患者留在县
内医院看大病的分级诊疗通道，初步形
成了稳定、顺畅、规范的分级诊疗格局。

中牟县推行分级诊疗“具体化、可操
作、真落实”的改革实践，受到国务院领
导重视，成为全国分级诊疗的医改标兵。

中牟县委书记潘开名在国家卫生计
生委深化医改经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中牟县人民医院在分级诊疗中扮演着

“龙头”角色，不仅起到上下转诊的桥梁
作用，更担负着技术扶持，让基层强壮起
来的责任，中牟县人民医院分级诊疗功
不可没！

笔者翻开中牟县人民医院的史册，
峥嵘岁月的1932年10月，小小的中牟县
城出现了一家“平民诊所”，这就是中牟
县人民医院的前身。旧中国民不聊生风
雨飘摇的襁褓，包裹了中牟县人民医院
诞生时最初的啼哭。在尔后的艰难岁月
中，这家诊所如同一盏生命的灯盏，给中
牟百姓带来了一线生命的希望。

斗转星移，潮涨潮落，历经85年的风
雨洗礼，特别是伴随着2013年7月，中牟县
人民医院新区医院的建成投入使用，一座
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急救
于一体，拥有东、西两个院区的现代化二级
甲等综合医院，矗立在中牟大地上。中牟
县人民医院如今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参
天大树，撑起一方生命的绿荫。

现在，中牟县人民医院两个院区建
筑面积 9.7 万平方米，编制床位数 1210
张。设置临床科室26个，医技科室8个，
重点部门9个。目前，医院职工1390人，
其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1165人，具有高
级职称人员102人，研究生学历75人。

白金娥兴奋地对笔者说，在我们医
院推进分级诊疗改革中，政府为新医院
投资基础建设 2个亿，投资医疗设备 1.1
个亿，满足了现代化二级甲等医院所需
的医疗设备。64排 128层CT、1.5T核磁
共振、大型C臂、血液透析机、高端彩超等
大型高端医疗设备等，开创了政府对医
院的投入之最，彰显了中牟县经济发展
的实力，更体现了县委县政府对分级诊
疗和民生事业高度重视。这让多年来里
看外看活得都挺累的公立医院终于可轻

“羽”飞扬搞分级诊疗了，终于可以专心

致志搞服务能力提升和精细化管理了。
白金娥介绍，新区医院从 2013年 7

月投入使用，从最初的门诊量几十人，到
现在的日均门诊量近2000人次，住院病
人从最初的 300 人到现在的日平均近
1000人次。医院老区的门诊量也没有因
为新医院的使用而下降，继续保持日均
门诊量1000人次左右。

中牟县人民医院医疗水平及服务能
力的具备和提升，为医院开展分级诊疗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牟县人民医院业务院长李瑞说，
在分级诊疗中，我们医院根据全县的疾
病谱需求大数据，针对疾病构成规律和
特点，在加强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上
下功夫，形成科有特色、人有专长的良性
发展模式，加强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
更好因地宜制地为百姓患者服务，留住
全县的病人。

借梯登高声自远。笔者采访到，中
牟县人民医院还主动到大医院“攀亲结
戚”，高端接轨，在分级诊疗中共享省市
级优质资源融合医疗发展。在郑州市和
中牟县卫计委的关心支持下，先后与河
南省人民医院、郑大一附院、郑大二附
院、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郑州市第二人
民医院、河南省儿童医院、河南省精神病
院等建立合作关系，充分发挥上级医院
对基层医院的技术辐射作用和带动作
用。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省级专家的
服务，留住了病人，也促进了分级诊疗格
局的形成。

中牟县人民医院是县级医疗机构的
龙头医院。他们积极发挥县级医院的城
乡纽带作用和县域龙头作用，积极潮动起
来履行对乡镇卫生院的帮扶责任。与11
个乡镇卫生院签约医联体单位，通过影像
会诊中心、远程会诊中心、心电会诊中心
等信息化手段，进行技术支持。同7个卫
生院进行紧密型的帮扶，制定具体帮扶计
划、帮扶科室，纳入统一质量检查，实行同
质化质量管理，每月进行考评、排名，促进
基层卫生院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分级诊疗中借助项目建设，对全
县乡、村医生进行规范培训，为群众健康
带来护佑。2016年 6月中牟县人民医院

“脑卒中中心”第一批通过中国卒中联盟
验收，2017年 8月“胸痛中心”通过中国
胸痛中心认证。对心脑血管的诊治进行
严格的培训，形成县乡村一体化的诊断
标准、救治流程。为全县的心、脑血管疾
病患者提供了畅通的健康保障，提高治
愈率，降低致残率。

“俺再不用为乡镇卫生院无菌物品
达不达标担心啦！”为加强基层医疗机构
医院感染管理，有效预防和控制院内感
染发生，提高医疗安全。2015年年底，中
牟县人民医院在河南第一家成立中牟县
消毒供应中心，负责为全县乡镇卫生院
医疗消毒供应，减少了重复设置的资源
浪费，保证了消毒的效果和质量。

历史总是在变革中迸发前进的力量。
中牟县人民医院，总在梦想里张扬时代的辉煌。
85年前的秋天，从创办初期的“平民诊所”起

步，历经坎坷，风霜韶光，春华秋实。
85年后的今天，中牟县人民医院已成为我国县

级公立医院改革的一张亮丽“名片”，医院现代化的
建设日益成为一道新的人文景观。在激扬中国梦的
伟大实践中澎湃脉动，御风飞翔。迸发了一股新的
精气神，学科建设再现了强盛而鲜活的青春魅力。

家住中牟县广惠街办事处刘圪垱村的王松花
说：“我有肾病跑过北京、上海的很多大医院以后，
后来回到了家乡的中牟县人民医院。我比较过了，
县里的水平和设备都不比城里的大医院差，离家近
还能少很多折腾，费用还低。”

这是中牟县人民医院打通学科发展的“动脉血
管”，撑开自主科研创新引领空间，突出区域医疗行
业学科平台特色，构筑县域医疗技术桥头堡，提升医
院服务能力，在分级诊疗中实现精彩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医院技术水平不断攀新高，心内介入
技术、神经内科介入技术、周围血管介入技术、综合
介入技术、血液透析技术等顺利开展，填补中牟县
多项空白。截至 2017年 11月完成介入 3589例，
透析病人21374例次。呼吸科和消化科内镜检查
与治疗技术的开展，开辟了内科治疗新领域。外科
微创技术的日益成熟，为县域内患者提供了更人性
化的治疗方案。

专科建设是体现医院医疗卫生技术水平的重
要标志。2013年9月建立“重症医学科”和“中医康

复科”，重症医学的迅速发展，急危重抢救的快速提
升，使人民医院的危重患者抢救成功率持续保持在
较高水平；2014年成立血液透析科和内镜科，血液
透析科被誉为“河南省基层医院透析科示范单位”，
内镜科开展多项无痛检查和治疗；2015年成立导
管室；2016年成立“肿瘤肾病科”和“颈肩腰腿疼
科”；2017年10月成立“全科医学科”。

医院创新学科深刻转型的理念之变，就像是一
场革命，荡涤着传统落后的医疗形态方式，带来医
疗学科生态之新，生出层层的新枝绿芽。

重点专科体现科室的综合优势。心血管内科
是郑州市重点培育专科；新生儿重症监护科、中医
康复科是郑州市特色专科；神经内科是河南省县级
重点专科；儿科、普通外科、肿瘤科、眼科是郑州市
县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白金娥感慨地说，医院发展到现在，我们要
提高自己的软实力，什么叫软实力，结合到医院
的临床实际来看，科研创新是临床医生的源头活
水，要引导鼓励医生投身科研创新，形成科研创
新的氛围，以科研促临床，推动医院学科群迈上
创新的台阶。

据中牟县人民医院科教科科长武国兴说，医院
大力支持各种进修、培训和学术活动，学术氛围逐渐
形成，新技术开展异常迅速。2013年以来，开展院
内新技术近百项。2017年 9月份之前，就开展19
项。新技术的开展，大大提高了医院的医疗水平。

新技术反映了医院的整体实力和技术高度。
中牟县人民医院神内二科主任赵明枝说，2015年

至 2017年，中牟县人民医院缺血性静脉溶栓住院
人数居河南省第三位。2015年与郑大一附院合作
开展心脏介入手术，2016年与省人民医院合作开
展神经内科介入技术，现在中牟县人民医院在区域
内已经形成优势。

中牟县人民医院2015年以来微创水平提升显
著：普外科独立开展肝癌、胃癌、结肠癌根治术，胸
外科独立开展肺叶切除、食管癌根治术，泌尿外科
独立开展泌尿系结石软镜钬激光碎石取石术，骨科
独立开展关节镜技术。

数字表明，2012年以来，他们共引进专业技
术人员222人，其中本科174人，研究生48人；专业
技术人员进修、培训、参加学术会议投入逐年增加，
累计投入 1000余万元。提高医务人员的业务水
平，增强业务技能，造就了一支实践技能较强的医
疗卫生技术队伍。使医院医师的专业服务技能和
水平得到很大程度提高，诊疗更规范，新的诊疗理
念的提升，亚专业发展快速呈现。

2016年医院被省教育厅、省卫计委联合评审批
准为“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2017年9
月获批“河南省3+2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属郑
州地区县级首家；补上了医院教学欠缺的短板。

中牟县人民医院CT科主任粱家明介绍，影像
及检验的发展，为诊断治疗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2013年6月安装西门子64排128层CT、飞利浦16
排CT、飞利浦1.5T磁共振各一台，高端的心脏、腹
部、四维彩超，从此进入影像检查新时代。病理开
展快速冰冻、高清恒定染色技术等。

中牟县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贺杰，29年来一直
视患者如亲人，从一抹温馨的微笑，一句温馨的问候，
到每当遇到经济困难的患者他都会垫付医药费。身
为胸外科学科带头人，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完善了腔
镜应用技术的发展，在微创手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填补了中牟县多项手术空白。一年300多台手术
累得他患上了严重的腰椎疾患，但贺杰依然不忘治病
救人，在基层党组织中发挥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贺杰获得2016年“感动中牟十大人物”。

“我们从入党积极分子着手，注重在临床一线
专业技术骨干中培养发展党员，且坚持向一线、向
高学历、向骨干力量倾斜，将这些学科带头人、专业
技术骨干吸收到党内，发挥专业技术优势，带动引
领学科发展。目前，医院中层以上 131个管理人
员，52个中共党员，占40%。”中牟县人民医院党总
支书记徐俊兰说。

中牟县人民医院牢记“大医精诚”古训，秉承杏
林遗风，对医术精益求精，对患者一腔热情，在平凡
的工作岗位上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
刻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好党员与好医生彼此交

融，互相成就，用医心仁爱照亮生命之光，书写共产
党人的医路传奇。

近年来，医院组织“最敬业医师”“优秀护士”“十
佳医师”“十佳护士”评比;举办“医院和我”“弘扬胡佩
兰精神”“医师节”“五四青年节”等演讲比赛;参加郑
开马拉松比赛，组织优秀医务人员、先进党员等到兰
考、内乡、桐柏、延安、井冈山、西柏坡、台儿庄、红旗
渠、鄂豫皖苏区革命博物馆、韶山等开展“红色教育”
拓展活动，让从“爱医院、为医院、做主人、比贡献”，到

“踏实勤奋、技精周到”，再到“尚德、仁爱、严谨、创
新”，这些响亮的口号，代代传承的精神，不断地影响
和激励着一代代人，铸就属于他们的医者之魂。

中牟县人民医院以精湛的医疗技术、人性化的
服务理念，真诚地服务于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留下
一串闪闪发光的足迹——

近三年，个人获得荣誉有：白金娥获得“中国县
域医院百佳院长”荣誉称号，2人获得“中国优秀红
手环志愿者”荣誉，1人获得“中国中风120英雄”荣
誉，3人获得了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章，2名护士被评
为郑州市“最美护士”，9名护士获得中牟县“十佳

护士”，1名护士获得郑州市“巾帼建功标兵”。
科室获得荣誉有：神经内二科获得郑州市“巾

帼文明岗”的荣誉称号，普外科、神经内二科、ICU
被评为“郑州市青年文明号”，急诊科被郑州市卫计
委评为“新长征突击队”。

中牟县人民医院荣膺河南省卫生计生委“中
原健康先锋岗”；2016年国家卫计委“改善医疗服
务示范医院”。2017年获得“中国县域医院管理创
新奖”“中国县域医院影响力价值奖”，连年被评为
目标管理先进单位，行风建设先进单位，质量管理
先进单位。先后获得河南省行风建设先进单位、省
卫生文明建设先进集体、省县级医院服务能力建设
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85载春华秋实，中牟县人民医院成为了中牟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高地。我们中牟县人民医院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白金娥满怀希望地说。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回望来
路，交织着光荣与梦想；展望未来，中牟县人民医院
一颗初心不忘，将为中牟县人民健康事业书写新的
画卷！

挺起肩膀，
抬起了中牟县公立医院改革的“龙头”1

85岁“平民诊所”蓄势崛起，焕发出新时代光彩2

服务品质再攀升，给患者和术后病人再加一道保险3

“红色引擎”领航，续写医院深化改革的新画卷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