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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卫快讯

新闻速递

7月 3日，由郑大一附院和美国华裔血液病及肿瘤专家学会主办的“2018中美肿瘤免疫治疗论坛”在郑州举办，来自美
国、英国、比利时等国家和我国知名肿瘤专家20余人及全省的500余名医务人员参加了会议，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州大学校
长刘炯天，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谢李广，郑州大学副校长谷振清，郑大一附院院长刘章锁，郑大一附院原党委书记张水军
等出席开幕式。为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更好地服务我省肿瘤患者搭建平台。

□本报记者 闫良生

加强国际合作 提升科研水平

2017年 9月，郑州大学进入国家“双一
流”大学建设高校行列，临床医学学科被确
定为三个重点建设的一流学科之一。

谷振清介绍，为提升临床医学学科建设
水平，郑州大学确立了紧紧围绕人才和产出，
整合资源、汇聚资源、激活资源的基本建设思
路。学校将充分利用海外校友资源，依托郑
大一附院等院系面向全国和全球组建国内和
国际联合学术团队，重点引进领军人才、海外
人才、学科和科研团队，整体提升科研能力。

开展国际医疗 服务中原百姓

本次会议为来自海内外肿瘤治疗领域

内的专家搭建了一个学习与交流的广阔
平台。尤其是郑大一附院组建国际医疗
部，定位为发展的国际化、专业化、智能
化、个性化，把郑大一附院的发展推到了
新的高度，让中原百姓的肿瘤诊治具有国
际化视野，随着国际交流合作的深入与人
才引进，真正把国际的知名专家带到了患
者身边，让中原百姓在省内就能得到国际
专家的服务。

刘章锁介绍，目前的郑大一附院已发展
三个院区，优势化发展，同质化管理，标准化建
设，规范化运行。在未来的三年，实现国家临
床医学、重点实验室建设的突破。郑大一附院
将建成国内一流的国际医疗部，配置尖端设
备、提供一站式检查、高标准引进人才、国际专
家坐诊、打造温馨环境，全方位为患者提供陆
空一体国际化高端服务，满足患者需求。

近年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开展，郑
大一附院先后成立了“克利夫兰医学中心—
郑大一附院国际远程病理会诊中心”“哈佛
大学—北京大学—郑大一附院三方肾脏病
姊妹中心”“郑大一附院国际肿瘤会诊中
心”，加入了国家肾脏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开展远程肾脏病理会诊等，不断搭建国
际合作平台，推动我省医疗水平、科研创新、
学科建设迅速发展。

肿瘤免疫治疗 战胜癌症新希望

肿瘤治疗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免疫治
疗开始逐渐进入主流肿瘤治疗的舞台。

谢李广介绍，目前，肿瘤免疫治疗研究
与临床应用，已经被欧美等发达国家列为肿
瘤领域重点发展方向，美国已经批准了多种
肿瘤免疫治疗药物和技术的临床应用。我

国从科技部重大研发计划，国家卫生健康
委，精准医疗研发项目等，全方位支持该领
域的快速发展，肿瘤免疫治疗已成为人类战
胜癌症的新希望，也是河南医疗卫生行业亟
待发展的新领域。

郑大一附院生物治疗中心主任、博士
生导师张毅教授告诉记者，采用免疫的方法
进行肿瘤治疗已有很长的历史，肿瘤的免疫
治疗具有非常好的前景。目前看来，有效的
肿瘤免疫治疗主要包括免疫检测点抑制剂
和免疫细胞治疗，欧美已经批准了多种肿瘤
免疫治疗相关的药物和细胞技术的临床应
用，我们国家肿瘤免疫治疗相关的研究和临
床试验正在蓬勃发展、处于奋起直追阶段，
随着肿瘤免疫治疗相关领域进一步的研发
和临床验证，这一方案将成为肿瘤的主要治
疗手段之一。将会使更多的肿瘤患者受益。

本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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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举行庆祝建党97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图为河南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翟剑波带领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焦钧)

河南大学附属郑州颐和医院在迎来开诊五周年之
际，于6月29日下午举办了“纪念七一建党节暨庆祝郑州
颐和医院开诊五周年”庆典活动。

当天下午 3时，伴随着气势恢宏的开场舞《红旗飘
飘》，庆典活动拉开帷幕。该院党委书记、院长赵志刚发表
了讲话，他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和伟大成就，并
总结了郑州颐和医院建院五年来的发展历程。经过五年
的不懈奋斗，郑州颐和医院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500余名
职工、300余名专家骨干、58个临床医技科室、88个医疗单
元，集医、教、研、防、养、康及健康管理于一体的大型三级
综合医院。随后，由该院职工自编自演的节目纷纷登台、
一展风采。据悉，活动现场，该院还对内科三支部、外科三
支部、门诊一支部、机关三支部等四个先进党支部和王学
忠等17名优秀共产党员进行了颁奖表彰。 (郭晓阳)近日，中国卒中学会第四届学术年会暨天坛国际脑血管病会议

2018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在此次会议上，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血
管脉络病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三届缺血性卒中血管干预研究进展高
峰论坛”作为CSA&TISC2018重点学术论坛召开。

重庆医科大学校长谢鹏、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院长杨弋担纲论坛主
席，河北省人民医院董艳红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罗本
燕教授，在论坛上围绕“微血管保护：脑梗死治疗新途径、卒中后认知
障碍的风险因素与治疗”等主题，进行了专题学术解读和交流。

罗本燕在报告中阐明，通心络可以通过促进侧支循环的开放、通
过增加缺血区的供血，减少缺血区脑神经的死亡几率，缩小脑梗死面
积，从而起到改善患者卒中后认知及其他功能的改善作用，较大程度
改善卒中患者的功能残障。

董艳红在报告中着重围绕通心络在微血管保护中的作用，借助络
病理论，分析微血管保护的临床优势。她说，多项研究显示：通心络胶
囊可以通过保护缺血区微小血管、促进侧支循环开放、加快血管新生
来改善灌注，从而起到减轻临床症状的作用。

（杨叁平）

加强交流合作 把国际专家带到肿瘤患者身边

郑州颐和医院

举办“纪念七一建党节”庆典活动

第三届

缺血性卒中血管干预论坛绽放天坛会

图片新闻

6月 28日，民权县人民医院召开2018年上半年医保
资金运行分析暨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会议，院长彭
春峰主持会议。分析了医院上半年医保资金运行情况及
工作中存在的重难点问题，并对下半年的工作作出部署。

彭春峰提出，要规范医疗行为，严格执行医保制度；
提高医院医技水平；协调“医、保、患”三者关系，确保医保
事业良性发展；提高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确保医保市场
健康有序；严格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确保医保基金
正常运行。同时，要严查骗取、套取医保基金、过度治疗、
推诿病人行为；要牢固树立控费意识，制定控费方针，完
善控费措施，确保医院医保资金平稳、有序运行。（良生）

民权县人民医院

召开医保资金运行分析会

医者之责：
创立中原地区精神卫生

专科联盟

近几年来，精神疾病患者的肇事
肇祸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危害了百姓
的生活健康。

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精神心理
疾病患病率达 17.5%，其中抑郁障碍
患病率 3.59%，焦虑障碍患病率是
4.98%。目前，我省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超过 76万。截至 2017 年年底，在
册 严 重 精 神 病 患 者 报 告 患 病 率
4.24‰，规范管理率 59.2%，规范用药
率 14.46%，均低于国家精神卫生规
划所要求的水平，对我省的经济发
展、社会和谐与稳定均产生了较大的
影响。

奉献精神是医者之责。医者的责
任，使拥有全国唯一的生物精神病学
省级重点实验室、参与国家三级医院
评审细则制定、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16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项
目子课题 4项、省部级课题 23项的新
医二附院，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提升
我省及中原城市群范围内精神卫生领
域整体诊疗技能这一重任，医院领导
班子萌生了创立中原地区精神卫生专
科联盟的想法，2017年年底这一愿望
付诸实践，获得了河南省卫生计生委
的认可，获得中原地区精神卫生领域
专家的一致认同。

医者之心：
做中原百姓的精神支柱

据《河南省2015年精神卫生状况
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全省有
精神卫生专科医院78家，设精神科或
心理门诊的综合医院 108所，其中新
乡、洛阳、南阳、郑州等9个地市机构占
66.1%，机构空白区县 29个占 16.6%；
全省精神科执业医师人数 1802 人
（1.93 人/10 万人口），精神科病床数
20708张（床位密度 2.18张/万人），均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部分贫困患
者得不到有效救治，依法被决定强制医

疗和有肇事肇祸行为的患者收治困难。
一根筷子轻轻被折断，万人划桨

开大船。
敬业精神是医者之心。具有极强

敬业精神的新医二附院领导班子，决
定以“中原地区精神卫生专科联盟”为
依托，发挥好龙头的示范、引领、带动
作用，全面提升我省及中原城市群范
围内精神卫生专科从业人员的整体诊
疗水平，为中原百姓建立一个更加健
康、和谐的就医环境，做好中原百姓的
精神支柱。

医者之魂：
发挥优势造福中原百姓

工匠精神是医者之魂。新医二附
院在我国精神卫生专科领域所取得的
成就有目共睹。

新医二附院是中原城市群5省 30
个省辖市范围内唯一一所以治疗精神
神经疾病为主的省级三级甲等专科医
院，是三所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的核心成员单位，以自身
的学术优势、管理优势、规模优势、技
术优势，对全省的精神疾病医疗、教
学、科研、预防、康复、鉴定等起到了引
领和示范作用。

在医疗上。新医二附院编制床位
1500张，拥有完备的二级分科，年均门

诊人次约22万，年均收治患者达1.2万
余人次，具备较强的精神科疑难重症诊
治能力，收治病种范围、规模均排在多
家国内知名精神卫生中心之前，外省来
院就诊、住院的患者逐年增多。

新医二附院挂靠有省级质量控
制、技术指导、临床研究等各类中心
12个，参与国家三级医院评审细则的
制定，在全国专科医院声誉值排名中
居中原城市群榜首。2017年，获批省
直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和省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精神心理疾病领
域）。“中原地区精神卫生专科联盟”的
成立，推行分级医疗、双向转诊，实现
了医联体诊疗水平整体提升，促进了
各成员单位协同发展。

新医二附院为河南省医学会精神
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单位、中华护理学
会第 27届精神卫生专委会副主任委
员单位、河南省精神药理专委会主任
委员单位、河南省精神卫生护理专委
会主任委员单位、河南省精神卫生专
科护士培训基地。同时承担着全省精
神科医生、精神专科护士的培训任务，
在全省率先构建了精神专科护理质量
敏感指标评价体系并推广应用。

在教学上。新乡医学院是我省
独立建制的省属西医本科院校，新医
二附院构建了精神医学本科生、硕士
研究生、博士联合培养，博士后、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继续医学教育等多
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拥有省级精
品课程 2门，省级优质课程 1门，省级
综合改革试点专业、省级教学团队、
省级特色品牌各 1个，设有临床精神
病学、基础精神医学、精神药理学、医
学心理学、神经病学等 9 个教研室，
是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应用心理
学、神经病学、老年医学等 8 个硕士
学位授予单位。此外，新医二附院还
是国家级的精神科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基地和精神科住培专业骨干师
资培训基地，承担精神科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任务和精神科住培专业骨
干师资培训任务。

在科研上。新医二附院在精神医
学学科的科学研究上，位居河南省和中
原城市群领先地位，紧追国内知名精神
卫生中心。在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的成就上备受瞩目，承担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16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
项目子课题 4项、省部级课题 23项。
在原创性科研成果取得上与国际接轨，
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精神分裂症免疫
紊乱的NF-κB调控机制，建立了定量
药物脑电图预测分裂症疗效的新方法，
创立了认知应对心理治疗对焦虑谱系
障碍的新疗法及精神障碍心理治疗原
则等。在高技术科研平台的创建上位
于全国前列，2015年，“精神神经医学

学科群”获批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
工程一期特色A类(重点)建设项目。依
托该项目，建立了以PI制管理的“精神
神经研究院”，建成了全国规模第一、符
合国际标准的精神疾病生物样本库；并
且拥有全国唯一的省级生物精神病学
重点实验室，同时获批河南省心理援助
云平台及应用工程研究中心、中美精神
神经医学国际联合实验室（省级国际联
合实验室）、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新乡片区创新平台、新乡医学院精神
神经学科群临床研究基地等建设立
项。专业研究方向上不断凝练细化，目
前，已形成精神分裂症分子病理与临
床、精神药理与物质依赖、应激与心理
行为障碍、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等4个科
研团队和18个稳定的临床专业方向。

在人才建设上。人才是医院高质
量发展的第一资源，新医二附院现有卫
生专业技术人员867人，高级专业技术
人员 160人，博士后 5人，博士 25人，
硕士171人，硕士研究生导师38人，博
士生导师 2人，省部级专家、学科带头
人、技术骨干等40余人。以学术委员
会成员、特聘教授等形式聘请国内外精
神卫生领域的院士、“长江学者”、863
首席科学家、973首席科学家、国家杰
青、国家优青、中组部“千人计划”、中科
院“百人计划”等知名专家30余人。建
成河南省“创新型科技团队”1个，河南

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2个。
在公共卫生服务上。公立医院作为

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承担公共卫生服
务工作是公立医院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新医二附院作为河南省严重精神
障碍管理工作办公室，指导着全省
精神疾病防治工作，规范培训了精
神科医师护士、社区精防人员、民
警、居委会、患者家属等各级各类人
员 12.6 万人次。对全省 30家二级以
上的综合医院定期进行技术指导，
培训 300余场，提高了综合医院和基
层医师精神障碍识别水平。 2015
年，进行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掌
握了全省精神疾病的患病及发病情
况。作为河南省心理咨询中心，新
医二附院承担着全省精神心理健康
的促进工作，拥有国家示范型标准
心理热线咨询信息系统平台，开展
心理健康培训、义务巡诊等活动 500
余场，提高了群众对精神卫生知识
的知晓率和心理健康意识，在心理
援助、危机干预、促进精神心理健康
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医者之魄：
助推健康中原建设

仁爱精神是医者之魂。有着仁爱
精神的新医二附院，并没有因为地域的
限制，而摒弃了他们引领中原大地精神
卫生领域整体诊疗水平提升的初衷，医
院后期将以“中原地区精神卫生专科联
盟”为载体，以医院为主体医院，联合河
南省及中原城市群内省辖市的市级精
神卫生专科医院为骨干医院，联合区域
内一家中医医院，整合县区精神卫生机
构及基层医院，在中原城市群内建立

“主体医院—骨干医院—基层医院”三
级协同的区域医疗中心，助力健康中原
的建设。

目前，为更好地为中原百姓健康
保驾护航，新医二附院以“中原地区
精神卫生专科联盟”为支点，撬动整
个中原城市群精神卫生专科的发展，
在为中原百姓健康做好保障工作的
同时，推动全省及中原城市群精神卫
生事业大发展，助力健康中原建设。

一份责任 三个要求 五大优势

助力中原地区精神卫生事业大发展助力中原地区精神卫生事业大发展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黄洪勇 卢伟峰

2017年年底，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河南省精神卫生中心、

河南省精神病医院，以下简称“新医二附院”）牵头成立了覆盖中原地

区 5省 30地市 76家精神专科医院的“中原地区精神卫生专科联

盟”，该联盟的成立加快了中原地区精神卫生工作整体水平的提升，

在助力中原地区精神卫生事业大发展的同时，助力健康中原建设。

提起新医二附院，在我国精神卫生领域声名鹊起，因为，在我国

精神卫生法起草过程中，有她的身影；在国家多项精神卫生科研成果

中，她建树颇多；在我省精神卫生专科建设中，她厥功甚伟；在我国精

神卫生专科人才培育过程中，她默默奉献。近日，记者走进了新医二

附院，去探寻她发展的足迹，领略她的风采，感知她的独特魅力。

6月 29日,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肾脏病学专业委员
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召开。中原学
者、郑大一附院院长刘章锁教授当选中国研究型医院学
会肾脏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郑大一附院也因此成
为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肾脏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
位。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会长王发强、河南省卫生计生
委巡视员黄玮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肾脏病专家、代表等
200余人参加会议。

黄玮提出，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肾脏病学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单位落户郑大一附院，标志着该院在肾脏病
学科发展建设中迈上了新台阶，必将进一步带领全国同
道按照“研究”方向，共同协作，共同努力，共同交流，共同
促进，为推动我国的肾脏病学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曹咏 周厚亮）

郑大一附院

刘章锁教授当选国家级学会专委会主委

中原地区精神卫生专科联盟专家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