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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

医院，下简称郑大五附院）始建于 1915年。百年

历史，百年沧桑，医院既经历过铁路医院时代的辉

煌，也因从企业向社会移交经历过阵痛，而今，作

为一流大学附属医院，强势回升进入了快速发展

的“高铁时代”。目前的郑大五附院已经成为设备

先进、专业齐全、技术精湛、服务优良，集医疗、教

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于一体的现代化三级甲

等综合医院。

2018年，郑大五附院励精图治、砥砺奋进，取

得不断突破，为改革开放40年交上了一份满意的

答卷：

1月 3日，医院康复医学科荣获国家卫计委

“2015-2017改善医疗服务先进典型”；

2月 26日，医院申报的疑难脑血管病的诊治

正式获批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国家疑难病症

诊治能力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全国 113家，河南

省6家）；

3月30日，医院党委书记王新军教授当选河南

省康复医学会颅脑损伤康复分会第一届主任委员；

4月 18日，医院选派 4名医疗队员参加的中

国第 18批援赞医疗队荣获2017“感动中原”年度

集体奖；

4月 23日，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巴里·马歇

尔教授第五次到访医院，就“河南省幽门螺杆菌与

医学微生态国际联合实验室”建设进行学术交流；

5月 15日，医院被授予2015—2017年度“河

南省持续改善医疗服务示范医院”荣誉称号；

6月 4日，郑州大学下发正式通知文件，依托

医院设立康复医学系；

6月 15日，医院院长、河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副主席郑鹏远教授荣获“中国侨界贡献奖”二等奖；

6月 23日，设立在医院的“幽门螺杆菌与胃

癌杰出外籍科学家工作室”正式揭牌，由医院牵头

组建的“河南省幽门螺杆菌诊治联盟”正式成立；

9月 20日，郑鹏远院长当选“中国医院协会

2018年优秀医院院长”；

10月 22日，医院“医养结合”展厅亮相第二

十四届郑交会，受到社会各界关注；

10月 27日，首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

展大会开幕，与医院开展紧密合作的澳大利亚医

学家、科学家巴里·马歇尔教授作为诺贝尔奖得主

代表致辞；

11月9日，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李哲教授当选

河南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主任委员；

11月 16日，中国康复医学会消化病康复专业

委员会成立，医院院长郑鹏远教授当选首届主任

委员；

11月 17日，由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

的《2017 年度中国最佳医院和最佳专科排行榜》

中，医院位列华中区（河南、湖北、湖南）医院综合

实力排行榜第 17 位，河南省综合医院排名第 4

位；康复医学位列华中区医院专科声誉排行榜第

5位，河南省排名第 1位；整形外科、神经外科、消

化内科获得华中区医院专科声誉排行榜提名；

12月4日，医院组建的“河南省幽门螺杆菌及

微生态与消化道肿瘤重点实验室”获批为2018年

度河南省省级重点实验室，实现了医院省级重点实

验室建设零的突破；

12月19日，依托医院建设的“河南省慢性肝损

伤国际联合实验室”获得省科技厅批准立项……

郑大五附院院长郑鹏远表示，作为一家拥有

103年悠久历史的现代化综合医院，医院以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积极响应国家医改政策，紧紧围绕“一

个中心、两个环节、三个抓手”的总体发展思路，落

实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医联体新生态，利用“互联

网+医疗健康”发展机遇，打造“百姓家门口的医

院”，积极践行“健康中国”战略，深入推进“健康中

原”建设，让中原更加出彩。

厚德百年，医者仁心，薪火相传。建院百年来，郑大五
附院诞生了一大批楷模，包括：“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
妇产科原主任胡佩兰；著名护理学专家、原副院长梅祖懿；
著名病理学专家、病理科原主任孔祥光……他们用自己毕
生的心血诠释了为民服务、大医精诚的医者情怀，也为医院
一代又一代医护人员树立起学习的榜样、行动的标杆。

郑大五附院是河南省首批“三级甲等”医院。2005年
9月归属于郑州大学。医院现有在职职工2505人，其中高
级职称306人,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70人，医学博士、
硕士482人。医院是郑州大学第五临床学院，是国家及河
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同时也是郑州大学临床医
学博士后流动站，拥有6个博士学位点、7个硕士学位点。

医院设有 59个临床医技科室，下辖 10个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站）。医院特色学科优势明显，实现了“1、3、5、
8”的学科建设新突破，即：“1”——“疑难脑血管病的诊治”
获批通过国家疑难病症诊治能力提升工程建设项目；

“3”——“消化内科、神经病学、康复医学”3个专科获批通
过省直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建设项目；

“5”——申报5个郑州大学一流学科重点突破学科方向；
“8”——拥有8个河南省医学重点（培育）学科，其中康
复医学、神经病学、消化内科（郑州大学基础与新兴学科）、
神经外科、血管外科、医学整形美容科、呼吸内科是河南省
医学重点学科、肿瘤内科是河南省医学重点培育学科。骨
科、泌尿外科、心血管内科是原铁道部重点学科。优势明
显的学科诊疗体系使医院在康复、神经系统疾病、消化、肿
瘤等专科诊疗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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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院逾百年致力发展 传承跨世纪再谱新篇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建设发展纪实

2016年 1月，郑大五附院与郑州大学互联网医疗与健
康服务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联合创建“互联网医院”。“互联
网医院”依托互联网新技术，以“名医通”系统为支撑，在我省
实现了“医生—患者”之间的新型服务模式。医院充分利用
名医通网络门诊平台，致力于打造“1+10+N”的互联网健
康医疗新型服务模式：医院本部为支撑，10个社区服务中心
为突破点，多个社区和县乡医疗机构为目标，积极为基层社
区、医院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实现医疗资源下沉、医养结合、
居家服务。

截至目前，“互联网医院”项目相继在西平、泌阳、清丰、
方城、延津、鲁山、襄县、内乡等 31个县，169个乡镇基层医
院签约，与23家养老院及社区签约互通。其中，远程诊察了
3629例 24小时动态心电图，发现45例心梗等高危患者。“互
联网医院”真正实现了将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基层
百姓身边，积极为基层患者提供更加便捷直接的医疗服务。

郑大五附院还精准施策，与有特殊需求的合作医院签订
个性化合作协议，派遣专家或医疗组到合作医院进行长期、
中长期技术支持。目前，已有200余家医院与该院康复医学
专科联盟签订协议并达成深度合作意向，联盟成员单位覆
盖全省并辐射至周边省份。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党
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
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
和产业发展”。《“健康中原 2030”规划纲要》和《河南省“十
三五”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也提出，“十三五”期间，我省
将深入推进医养结合改革试点，加快实现医疗卫生和养老服
务融合发展。

郑大五附院高度重视养老问题，充分利用强势康复专
业+互联网助力医养结合工作发展，提出“医养结合——服
务是基础、医疗是保障、康复是支撑”的原创理念。通过不懈
努力，正在逐步形成“模式科学，重点突出，服务规范”“互联
网+智慧健康养老”特色明显的分级诊疗与医养结合体系。

医院积极推动“医养结合”建设，取得丰硕成果。2018
年 11月 17日，第一届中国康复医学会医养结合专委会成立
大会在北京召开。院长郑鹏远教授当选医养结合康复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副院长王少亭教授当选为专委会委员兼
专委会副秘书长。

百年沉淀，风雨兼程！

目前的郑大五附院正以崭新的姿态和强劲的发展动力

阔步前行！新的时代，医院将积极推进现代医院管理模式，

不断加强医院内涵建设、学科建设，提升医院的服务能力、创

新能力，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注重人才梯队建设。医院将依

托强势科室，采取“互联网+”、医院信息化等多种形式，多措

并举打造现代化综合性强院。

潮平岸阔，风正帆扬！

郑大五附院在改革中奋起，在奋起中升华。医院将坚持

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紧扣新医改政策，在省卫健委和郑州大

学的正确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致力提升医疗服务，改善就医环境，

努力提升患者的就医感受，进一步提升精细化管理和服务水

平，凝心聚力，不断进取，为健康中原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是改善医疗服务的基石。近年来，
医院确定了以“提高医疗服务能力为中心”的发展思路，通
过加强学科建设和精细化管理，提高患者就医感受。

发挥优势，引领河南康复医学发展

在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下，国家高度重视发展康复服
务，康复服务成为卫生与健康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郑大五附院康复医学科始建于1997年，是河南省医
学重点学科，河南省康复医学质量控制中心依托单位、河
南省物理与康复学会主任委员单位、河南省医院协会康
复管理分会、河南省康复医学会颅脑创伤分会主任委员
单位。为进一步落实国家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以病
人为中心，整合资源，医院对康复医学进行了详细规划，
成立康复医学部。郑州大学康复医院是以郑大五附院康
复医学部为依托设立，设有神经康复、骨关节康复、心脏
康复、老年康复、儿童神经康复、儿童自闭症康复、儿童重
症康复、儿童智力低下康复、康复工程、高压氧等亚专科，
开放床位 480张，为提供优质康复服务奠定了基础。该
院康复亚专业的发展和服务能力提升逐渐得到业界的认
可和赞誉，2人分别任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
委员和青年委员，1人任中国康复医学会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6人任副主任委员、7人任专委会委员。

“作为河南省康复医学发展引领者，有责任有义务为
河南省康复人才培养作出更大贡献。”郑鹏远强调。

作为河南省康复医学质量控制中心依托单位，受河南
省卫健委委托，郑大五附院连续6年组织河南省康复专业
技术人员培训班，为河南省累计培训专业人才850人。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
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结合当前社会对康复医学的迫切
需求，2017年 8月 12日，郑大五附院牵头成立河南省康
复医学专科联盟，这是河南省首个康复医学专科医联
体。作为牵头单位，免费为基层医疗机构提供进修、指
导、会诊义诊、专家讲座、远程医疗等服务。目前，已有
200余家医疗机构和学校成为联盟单位，覆盖全省并辐
射至周边省份。

为更好引领河南省康复医学建设和康复事业发展，
促进河南省乃至全国康复专业人才培养，2016年 3月 7
日经教育部批准，郑州大学依托郑州大学康复医院（郑大
五附院院中院）增设四年制“康复治疗学”专业，这是医教
研有机结合的标志性成果体现，已连续 3年顺利完成面
向全国招生。2018年 6月 4日，郑州大学依托郑大五附
院（第五临床学院）设立康复医学系，是康复医学资源整
合又一标志成果。

郑鹏远表示，郑大五附院将会倾全院之力加强康复
医学系的建设，为河南省乃至全国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康
复医学人才，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民健康水平的提
升、促进康复分级诊疗建设做出不懈的努力。

国际合作，消化学科建设迈向新高地

郑大五附院消化内科是河南省医学重点学科，是河南
省医学会消化分会主委单位、河南省预防医学会微生态专
业分会主委单位、中华预防医学会微生态分会全国常务委
员单位，设有郑州大学医学微生态与临床营养研究所。

郑鹏远介绍，消化疾病诊治能力提升需要相关学科
共同协作，以疾病为链条，医术与学术并重，提高医疗服
务和科研转化能力来实现。

医院以消化疾病为主线，整合消化内科、外科、营养、
检验等专业科室，打造“消化学科群”建设，以关键技术开
展为突破点，开展“幽门螺杆菌培养与耐药检测”“纳米刀
消融治疗胆管胰腺肿瘤”等引领技术，取得了显著成效，获
批河南省直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与重点专科建设
项目，并将持续提升消化疾病医疗服务能力。

河南省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约在 60%，约
有5000万名幽门螺杆菌患者，也是全国胃癌高
发区之一。为推动和提升河南省幽门螺杆菌防

治水平和研究能力，医院与因发现幽门螺杆菌以及这种
细菌在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等疾病中的作用被授予 2005
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巴里·马歇尔（Barry J. Marshall）教
授开展紧密合作，建立了“郑州大学马歇尔医学研究中
心”“郑州大学马歇尔医院”。联合申报建立了河南省和
郑州市“幽门螺杆菌与医学微生态院士工作站”和河南省
幽门螺杆菌工程实验室。医院进一步与德国科学院院士
Thomas F. Meyer 教授合作，成功申报了河南省外专
局的外籍专家工作站项目，设立了德国科学院院士
Thomas F. Meyer教授工作室。这将迅速提升河南省
乃至我国的胃癌以及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基础研究，为下
一步胃癌高危人群筛选，早期诊断，以及个体化和精准治
疗开辟新的路径。

为提升河南省基层医疗机构幽门螺杆菌的诊断、规
范化治疗以及胃癌的早期筛查水平，郑鹏远牵头组建了

“河南省幽门螺杆菌诊治联盟”，166家医疗机构成为成
员单位，联盟成立将整体带动河南省幽门螺杆菌的诊治
水平，通过根除幽门螺杆菌感染，降低河南人群胃癌发病
率，真正为患者谋福祉。

2018年，依托医院建设的“河南省幽门螺杆菌及微
生态与消化道肿瘤重点实验室”“河南省慢性肝损伤国际
联合实验室”获批立项，郑鹏远表示，医院将进一步推动
国际合作深入，以学科建设为主线，打造大消化学科群，
促进医教研协同发展，全面提升医院整体综合实力，着力
改善患者就医感受。

资源整合，脑血管病诊治能力全面提升

“以疾病、技术为着力点，进行相关学科优势资源整
合，为患者提供最优化医疗服务”，医院党委书记王新军
教授带领神经外科团队先后获批成立“河南省癫痫病规
范化诊疗中心”“河南省伽玛刀治疗中心”。

郑大五附院高度重视颅脑创伤的规范化治疗，实行
的急诊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高压氧及康复等多学科
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疗模式使收治的颅脑创伤患者死亡率
及致残率逐步下降。郑大五附院也作为河南省唯一成员
单位受邀“欧盟颅脑创伤研究中国项目”。王新军教授牵
头组织成立“河南省颅脑创伤关键技术救治联盟”将进一
步引领规范河南省颅脑创伤救治，惠及更多适宜患者。

急性脑血管病致死致残率高，如何尽早得到有效救
治和康复是关键。河南省是人口大省，脑血管病防治形
势严峻。为有效提高急性脑血管病救治效率和疑难脑血
管病诊治能力，郑大五附院勇于肩负社会责任，多年来致
力脑血管多学科联合诊疗平台建设，以卒中平台建设为
抓手，持续强化急诊绿色通道建设，不断提高关键技术救
治能力，使更多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在省域内享有高
水平优质医疗资源服务。

郑大五附院脑血管病专科体系包括神经内科、神经外
科、康复、介入科、重症、临床营养与微生态、影像等专业，
专科诊治能力提升建设取得显著成效。2016年国家卫计
委脑防委授予“高级卒中中心、脑卒中防治与筛查基地”。
2017年，神经专科获批河南省直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提升
工程与重点专科建设项目。2018年，郑大五附院疑难脑
血管病的诊治入选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疑难病症诊治
能力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储备库（全国113家，河南省6家）。

郑鹏远表示，医院将以疑难病症诊治能力提升工程
项目建设为契机，集医院优势学科资源，全面提升脑血管
疑难病症诊治能力和临床科研平台建设，进一步拉动医
院 整 体 医 疗 服
务水平。

厚德博学 承载医院百年发展

学科建设 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仁爱共济 助推健康中原建设

郑大五附院神经外科专家手术中

郑大五附院康复医学科专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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