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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乡。
2018年 11月 24日。
5个国家，20多位国际知名专家

学者，近千位省内外多家精神卫生医
疗机构的精神、心理专业医务工作者
齐聚一堂，共同参加由新乡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新医二附院）主
办的首届中原精神医学国际论坛暨
2018年河南省心理卫生协会年会。

在现场，专家学者们就精神、心理
和心身疾病领域最新、最权威的学术
动态及专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
入的学术交流与讨论。此次论坛集学
术交流、继续教育和规范化培训于一
体，既促进了国内外精神卫生、心理卫
生、睡眠医学领域专家学者的交流与
合作，又提升了该医学领域专家们的
专业技术水平和科研水平。

2018年 11月初，中国科学文献计
量评价研究中心以中国知网（CNKI）收

录的学术文献资源作为数据来源，计算
出了用来衡量医院及学者科研能力的
综合指数，并统计形成了中国医院各学
科综合指数排行榜（以下简称排行
榜）。新医二附院在精神病学学科综合
指数全国排行榜中名列第三位。

达共识 创佳绩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是激发前行的
充沛动力。

新医二附院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
为统领，以新担当展现新作为，把提高
质量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强化科级
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重视基层
党组织建设，科学谋划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思路和举措，不断
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并以党的建设高
质量引领医院发展高质量。

近几年，新医二附院先后获得全
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百姓放心
示范医院、中国百家百姓信赖的精神
卫生医疗服务机构、建设中原经济区
100名片、中原健康先锋岗、河南省群
众满意医院、河南医疗行业最具影响
力示范医院等多项荣誉。

聚人才 促发展

人才是医院发展的第一要素。
在人才培养和储备上，新医二附

院领导班子一直高瞻远瞩。目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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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才引进上，医院以学术委员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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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内涵 提能力

在医院内涵建设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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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牵头成
立了覆盖中原地区 5省 30地市 76家
精神卫生专科医院的“中原地区精神
卫生专科联盟”，在成员单位间，推行
分级医疗、双向转诊，组织全方位培
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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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精神科护理方面特色突出，是
中华护理学会第 27届精神卫生专委
会副主任委员单位，河南省精神卫生
护理专委会主任委员单位。作为省级
精神卫生专科护士培训基地，承担着
全省精神卫生专科护士的培训任务，
在全省率先构建了精神卫生专科护理
质量敏感指标评价体系并推广应用。

育人才 树品牌

作为我国精神卫生医学人才的重
要培训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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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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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科研 谱新篇

新医二附院之所以在中国科学文
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公布的精神病学
学科综合指数排行榜中名列第三位，
其主要原因在于，医院在精神卫生科
研领域取得了菲人的成绩。

近5年，新医二附院承担国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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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新医二附院精神医学学科建设
成果为主导，以新乡医学院神经学科
为支撑的“精神神经医学学科群”获批
为河南省特色学科建设工程一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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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河南省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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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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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担当 创模式

新医二附院是一所享誉全国的大
型公立精神卫生专科医院，医院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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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对提升基层医师精神障碍识别水平
上，医院创新出了河南模式，增加了普
及率，降低了基层精神疾病患者的发
生率和复发率。

近几年，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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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河南省心理咨询中心，承
担着全省精神心理健康的促进工作，拥

有以国家示范型标准的心理热线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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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前行，在我国精
神卫生事业发展道路上，新医二附院一
直在默默奉献。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
加强医疗服务满意工程建设，人民群众
看病就医的获得感不断提升，新医二附
院在科研领域攀登的步伐从未停歇；在
教学领域培训新人的方式不断创新；在
防控网络的布控中不断探索新模式，医
院在为中原百姓提供高质量医疗保障
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全省及中原城市群
精神卫生事业发展，助力健康中原建
设，为中原更出彩增砖添瓦。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鸟瞰图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从 1951 年建院至今，新乡医

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河南省精神病

医院、河南省精神卫生中心)走过

了 67个年头，经过几代人的不懈

努力，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在

我国精神卫生医学发展史上，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我国精神卫

生医学人员培养上，作出了应有的

贡献；在提升基层医师精神障碍识

别水平上，做出了河南模式。

在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牵

头下成立的中原地区精神卫生专科

联盟，其推行的分级诊疗、双向转诊

制度将中原 5省 76家精神卫生专

科医疗单位紧密团结在了一起，实

现了医联体单位整体诊疗水平的提

升，促进了健康中原的建设。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黄洪勇

检修“尖兵”撑起全省电网“大动脉”
——我省主干电网精益运维“迎峰度冬”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姬文慧

12月 5日，漯河市500千伏邵陵变
电站内，检修人员正在紧张地进行设备
检修改造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隐患
整改和缺陷消除，当前，河南 500千伏
主网秋检工作已临近尾声。

经济大发展，电力是引擎。电网
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一头连着千
家万户。确保电网安全是一条必须坚
守的“底线”，也是一条不能逾越的“红
线”。

1座特高压南阳站、1座灵宝换流
站和 42座 500千伏变电站，正是这些

“电力动脉”撑起了我省 16.7万平方公
里土地上电网的“脊梁”。作为维护河
南主干电网的运维检修专业团队，国网
河南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简称“国网
河南检修公司”）以“简单纯粹、专业专
注”为理念，深入实施“业务提升三年规
划”，统筹推进运维一体化、检修专业
化、管理精益化等关键要务，为河南主
干电网及跨区域电网安全稳定可靠运
行提供持续动力。

电网发展:

主网架越来越坚强

9月 27日 14时 56分，随着 2号主
变压器一次送电成功，漯河市500千伏
郾城智能变电站正式投入运行。这是
我省建设的第 42座 500千伏变电站，
其投运提高了漯河西部电网的运行可
靠性，为河南电网迎战寒冬再添新保
障。

如果把河南电网比喻为一片树叶
的话，那么超高压、特高压等主干电网
恰似这片树叶的主叶脉，依靠它向次叶
脉、支叶脉（下层电网、配网）源源不断
地输送营养，直至换来万家光明。

曾几何时，由于500千伏主变容量
不足，我省局部地区电网存在供电卡
口，短板明显。而如今，随着河南经济
迅猛发展，以及特高压输变电项目加快
实施，全省主干电网变化日新月异，其
中 500千伏电网已由“两纵四横”梯形
网架初步完善形成涵盖全部省辖市的

“鼎”字形网架。

2012 年以来，我省 500 千伏变电
站从 27座增至 42座、增比 52%，变电
容量从 49350兆伏安增加到 82039兆
伏安，增比 66%；500千伏及以上输电
线路从 96条增加至 159 条，线路总长
度达9325公里。

如今，河南既有特高压交、直流工
程，还有背靠背直流联网工程，形成了
特高压交直流混联电网。河南电网通
过 1 回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1
回±800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灵宝直
流换流站和 4回 500千伏线路，分别与
华中、华北、西北电网相连，不仅改变河
南能源的供给侧结构，保障我省经济发
展能源需求、缓解环保压力，还为全国
电网大规模互联、实现能源资源调配建
立了雏形和引领。

11月 7日，一声开工令下，青海—
河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正式
拉开建设序幕。作为全国乃至全世界
第一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设的特
高压通道，该工程达产后，每年输送清
洁电量约400亿千瓦时，相当于替代受
端原煤 1800万吨，减排烟尘 1.4万吨、
二氧化硫9万吨、氮氧化物9.4万吨、二
氧化碳2960万吨。

当前，我省正加快电网发展，电网
规模和设备数量不断扩大。到 2020
年，包括青海—河南工程在内的一系列

特高压工程投运后，我省将形成“H”形
特高压交流网架，逐步构成“强交强直”
特高压格局，推动河南主网架由500千
伏向特高压战略升级，外电入豫能力将
由 1300万千瓦提升到 2000万千瓦以
上。

精益运维：

将检修进度精确到每个小时

10月 20日，在1000千伏特高压南
阳站主控室内，该站站长郭凯正盯着一
块块电子屏上不断变换的数据，监督着
站内设备的实时运行状况。同时，运维
人员黄健金、刘天佑在设备区进行专业
化巡视。

随着河南超高压与特高压电网
设备持续增多，以往的电力生产管理
模式已不能满足电网安全运行要求，
尤其体现在设备检修方面。“电网发
展日新月异，维护设备数量成倍增
长，而电力设备生产智能化程度越来
越高，做好 500 千伏及以上主干电网
的集约化、专业化运维检修，保障电
网安全运行，需要打造一支‘王牌’检
修队伍。”国网河南检修公司总经理
郝曙光说。

以 1000千伏特高压南阳站为例，
设备均为世界首台首套，其规模之大、

设备之多、技术之复杂，怎样运维？如
何运维好？很多时候并没有标准可供
借鉴。对此，该站运维人员深入钻研、
敢于突破，率先实现了变电站“运检一
体化”的运检模式，打破传统的变电运
行与检修的专业界限，满足特高压试验
示范工程调试运行的需要。

灵宝换流站全站设备一年中仅有
10天停电休息时间，今年的年度检修
更是面临设备繁杂、技术难度大、标准
要求高等难题。按照“谁来做、什么时
间做、做什么、怎么做”的思路，该公司
创新运用“三图两表”（组织机构图、检
修导览图、工作面管控示意图、工作任
务分工表、参检厂家及工作任务表），把
检修信息浓缩其中，直观显示各项工作
及其负责人，确保管理有力。在“检修
工作面管控示意图”中，27个工作面的
位置和工作任务一目了然，工作负责
人、安全监督、安全监管和验收负责人
责任分工明确，由工作面负责人总体把
控检修进度，力争将检修进度精确到每
个小时。

值得一提的是，为确保年度检修
任务安全、高效、高质量完成，该公司成
立年检工程项目临时党支部和共产党
员突击队、青年突击队，强化复杂检修
作业下各部门、各专业的横向协同、纵
向联动，提升安全生产质量，充分发挥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通过建立“党员安全监督、党
员检修质量、党员运维质量”三个层面
党员示范岗，成立安全管控组织并带头
落实好施工作业风险防范，引领和提升
现场安全监督、精益检修和运维管控作
业质量水平。

截至2018年 12月 4日 24时，国网
河南检修公司实现连续安全生产 2257
天。在国家电网公司 26 家检修公司
中，14项业务支撑指标有 13项处于 A
段、1项处于 B 段，对标成绩连续两年
持续获得提升。

科技创新：

为电网插上“智能”翅膀

“3、2、1，起飞！”7月 24日，在 500
千伏嵩山变电站内，只见一架无人机轻
轻跃起升至半空，平稳地来回穿梭于变
电站带电设备间，仔细地寻找设备的隐
患。同时，素有电力“小白”之称的智能
巡检机器人，在站内来回穿梭移动，搜
集、发现相关信息。这是国网河南检修
公司打造“人工巡检、机器人巡检、无人
机巡检”“三位一体”立体式巡检新模式
的一个缩影。

“在用电高峰时段，我们定时启用
智能巡检机器人，并利用多旋翼无人机

对设备进行红外和可见光巡检，并配合
运维人员对重负荷主变进行反复巡视
和重点监控，极大地提高巡检的效率和
科技含量。”作为国内首个将无人机技
术运用于变电站的单位，国网河南检修
公司运维部相关负责人说，相较于巡视
输电线路，无人机在变电站开展作业需
要克服 GPS 干扰、设备间隙狭小等困
难，对操作人员技术水平要求很高。

无人机巡检成为变电站一种新的
巡检方式，在国网河南检修公司，这样
的科技创新还有很多……

6 月 5 日 ，由 该 公 司 编 制 的《±
1100千伏架空线路带电作业技术方案
及 17项作业指导书》顺利通过国家电
网公司专家组评审，标志着该公司率先
在全国具备了±1100千伏带电作业实
际操作能力。2016年以来，该公司通
过开展±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带
电作业方法和工器具装备实用化关键
技术重点攻坚课题研究，先后成功研制
了专用屏蔽服、电位转移棒、绝缘拉棒
等带电作业防护用具和工器具，共申请
发明专利 8项、实用新型专利 4项，填
补了系列带电作业关键技术世界级科
技空白。

10月 22日至 28日，变电检修 QC
小组课题成果《研制便携式储油柜胶囊
破裂检测装置》在第 43届国际质量管
理小组大会比赛中从近 20 个国家的
475 个课题成果中脱颖而出，一举夺
金，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11 月 14 日至 17 日，国网公司第
四届青年创新创意大赛决赛暨青创交
易成果展在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来自国网系统各单位 200 支队伍
参与最终角逐。灵宝换流站《阀厅“变
形金刚”——多用途阀厅巡检取样机
器人》项目获得银奖，变电检修中心
《“电力检修航母”——大型作业现场
智能化组态式检修方舱》项目获得铜
奖。

“十三五”期间，我省将加速“外电
入豫”第二通道建设，完善 500 千伏

“鼎”字形骨干网架，初步建成坚强智能
电网。每一项的数据变更和智能电网
的普及对于检修员工都是艰巨的挑战，
他们不惧压力，敢于面对，因为他们是
河南电网的“尖兵”。

灵宝换流站年度检修 杨浩 摄 无人机、机器人、人工“三位一体”专业化巡视 罗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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