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冰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健康中原

2030”规划纲要》和《河南省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规

划》，从战略层面对解决关系健康的重大和长远问题进行

统筹和部署，并在国内率先提出打造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为系统解决我省人民群众的就医问题发起总攻。

中国梦，儿童健康是起点。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儿童健康，率先启动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创建

工作。

郑州儿童医院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的创建主

体单位，也是6个区域医疗中心创建主体单位中唯一的

市属医院。为保证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创建工作稳

步推进，在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聚合河南

省、郑州市、北京儿童医院、郑州大学的力量，以持续创

新驱动创建工作全局，走整合发展、融合发展、聚力发

展的道路。

郑州儿童医院挂牌河南省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

院郑州医院、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以体制创新为内

动力，以创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为目标，展开了一

系列的提升工程，河南省儿童医院的品牌日益闪亮，省

内2300万儿童的就医条件持续改善。

河南省创造性实施“三方共建”，及时
启动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省市
共建、市院共建、市校共建”，是我省在创
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中的一次体制
机制双创新。截至目前，“三方共建”成果
显著。

省市共建 河南省儿童医院实行省、市
双重管理体制。省政府负责搭台子、出政
策，郑州市政府负责管保障、管运行。在由
省长牵头、分管副省长具体负责的河南省
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领导小组领导下，
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实施省政府提出的

“一事一议”重要事项办理制度，把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列入河南省、郑州市重点项目
进行管理。

按照省、市政府对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
心创建的要求，在省卫健委的指导下，认真
研究确定了创建目标责任清单、重点任务工
作台账，并按时报送各项信息周报、月报。

郑州市卫生计生委带领儿童医院认真贯彻
落实各项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完善各项工作机制，建立督导机制、问责机
制、倒排机制。对标国家创建标准和中南六
省情况，对创建工作形势认真分析、评估，查
找破解瓶颈问题的办法。

目前，已完成《对标国家设置标准未达
标项目有关情况》《对标中南六省有关情况》
《提请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协调解决事项》《提
请郑州市政府协调解决事项》《提请郑州大
学协调解决事项》等方面问题的整理，并提
交责任方研究解决。

市院共建 河南省儿童医院与北京儿
童医院有着源远流长的合作基础。在创
建工作中，河南省、郑州市两级政府的积
极参与，促进“市院共建”协议顺利签署，
河南省儿童医院与北京儿童医院的合作
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河南省儿童医院加
挂“北京儿童医院郑州医院”，双方从“朋

友”变成“一家人”。
截至目前，河南省儿童医院已签约引进

北京儿童医院知名学科团队5个（倪鑫教授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团队、王天有教授小儿血
液肿瘤学科团队、李巍儿研所科研团队、钱
素云教授危重症医学团队、张潍平教授小儿
泌尿外科团队），与北京儿童医院肿瘤外科、
神经内科、介入肺科、内分泌遗传代谢科 4
个学科深度合作。

此外，北京儿童医院 70余位北京专家
在郑州院区轮流坐诊、查房、手术及指导科
研，并通过人员轮训、远程会诊、科研项目
合作等方式实现学科互融。近年来，与北
京儿童医院开展远程会诊共计 531 例次，
北京专家来院讲座、指导手术、教学查房
180 余人次，参加北京儿童医院组织各类
学术会议 316 人次，选派医护人员赴北京
进修 64人，支持河南省儿童医院 2名医务
人员赴美国研修。

市校共建 河南省儿童医院对照“市校
共建”协议内容和大学附属医院标准，明确
发展定位，明晰目标任务，积极主动融入，走
医术和学术融合发展道路。全力配合郑州
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及“双一流”学
科建设工作，与郑州大学联合开展博士后招
录培养工作，积极申报郑州大学硕士生导
师、带教资格和河南省教育厅科研及重点学
科项目。

目前已完成郑州大学附属医院绩效
考核和院内研究生导师遴选，郑州大学
专家、教授来院指导 19 人次，已接入郑州
大学校园网。2018 年 11 月 21 日，郑州大
学 附 属 儿 童 医 院 管 委 会 第 一 次 会 议 召
开，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管委会成立，
郑州大学校长刘炯天任管委会主任。管
委会工作的有序推进，必将推动国家儿
童区域医疗中心的创建工作进入到更深
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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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儿童健康工作开创新局面
——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创建工作最前沿

在河南省、郑州市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河南省儿童医院遵循“改革整合资源、开
放汇聚资源、创新激活资源”的指导方针，紧
密落实省主要领导提出的“对照标准补短
板、对齐标杆提水平、对接基层抓带动”工作
要求，紧扣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创建标
准，借势我省招才引智政策，推进“引平台、
引人才、引技术、引管理”水平、规格持续升
级，有力促进河南省儿童医院“医教研”水平
全面提升，在能力建设、平台建设和人才队
伍建设中成效初显。

引平台 医院借助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
京儿童医院、“双一流”大学郑州大学，陆续
获批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河南研究中心、河南省儿童遗传代谢性疾病
重点实验室、河南省儿童神经发育工程研究
中心、儿童消化内镜质量控制院士工作站等

多个国家级、省级发展平台，与美国卢里芝
加哥儿童医院、瑞典哥德堡大学等国际知名
院校建立合作关系。

引人才 医院全职引进博士 24人，柔性
引进高端人才 14人，引进国内外知名学科
团队 17 个，每周都有北京儿童医院 5～6
名专家到郑坐诊、查房、指导工作。通过
高层次人才和知名学科团队引进，医院各
项工作达到全面提升、重点突破，形成国
际国内高端人才聚集效应，成了医院发展的
不竭动力。

引技术 对照国家标准，共开展各类新
技术、新项目 117项，已完成疑难重症病种
（国家标准 73种）覆盖率 78.08%、核心技术
（国家标准126项）覆盖率76.98%，均超过国
家标准（70%）。实施危重症患儿体外膜肺
氧合技术（ECMO）累计 20 例，最低体重

2.5kg，最小年龄出生仅 1天；采用国际新鲜
母乳喂养技术喂养早产儿 132例；开展难治
性癫痫手术治疗累计15例；与英国玛丽女王
伦敦大学、国家细胞与基因治疗国际联合研
究中心王尧河教授团队联合开展“CART细
胞治疗复发/难治性B细胞来源的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等新技术居国内领先水平。医
院跨学科组建院级科研团队 5个，持续与中
国CDC联合开展儿童手足口病的科研项目
合作。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院开展科研系
列培训45人。近五年，科研立项266项（省部
级33项，市厅级233项），科研获奖45项，论
文发表 3931篇，SCI期刊论文 194篇，《JA-
MA》发表论文2篇，影响因子分别为44.405、
47.661分。

引管理 正在实现与北京儿童医院管理
“一体化”。成立北京儿童医院郑州医院管

委会、理事会，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任总
院长，定期听取工作汇报和区域医疗中心进
展情况，对医院管理提升提出要求；并委派
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助理聂小莺担任执行院
长，每周到郑州指导工作。成立郑州大学附
属儿童医院管委会，严格按照大学附属医院
的管理标准加强医院管理。

“三方共建”的河南省儿童医院呈现出
空前的蓬勃发展活力，“四引”的大力推进，
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创建工作持续注入
攻坚力量。我省加快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
心建设，对于实现区域儿童医疗卫生资源均
衡发展，建立完善的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
调动儿科医务人员积极性，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人。”河南儿童健康事业正洒下一路芬芳。

2019 年 1 月 6 日，在 2018 年“进一步
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表彰大会上，河
南省儿童医院捧回 4项大奖，其中“在专科
联盟内提供连续医疗服务工作”被国家卫
健委医政医管局、健康报社评为“改善医
疗服务十大亮点”，是我省唯一一家获此
荣誉的医院。

多年以来，河南省儿童医院积极融入国
家战略，积极践行国家新医改相关要求，在
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中勇担重责、主动作为，
务实推进“医联体”各项工作，以创建国家儿
童区域医疗中心为契机，积极构建儿科“四
级”诊疗体系，破解我省患儿看病四处奔波、
名医难求等难题，为构建人民群众就医新习
惯做出积极探索。

2013 年，北京儿童医院牵头成立北京
儿童医院集团，河南省儿童医院作为首批

成员单位加入北京儿童医院集团。2014
年，河南省儿童医院在省内牵头成立河南
省儿科医疗联盟，成员单位目前发展至
199 家（省外成员单位 15 家），在全省实现
全覆盖。

2017年 6月，北京儿童医院升级为“国
家儿童医学中心”，确立其领航全国儿科发
展的核心地位。河南省儿童医院借力与北
京儿童医院的多层合作关系，对准国家设置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标准，将其中7大方面 66
项条款细化分解，制定项目路线图、时间表，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弯道超车，借助北
京儿童医院、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力量，提
高儿科疑难危重症诊治水平，全面提升区域
儿科竞争优势。

在积极创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的
同时，河南省儿童医院连接国家儿童医学中

心和河南儿科医疗联盟，积极构建国家、省、
市、县四级儿科医疗服务网络，加强优质医
疗资源的辐射作用，为全国儿科分级诊疗体
系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医联体是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有效途
径，建设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是分级诊疗制度中的关键部分。

在河南省儿童医院的引领下，河南儿科
医疗联盟通过双向转诊、重症危重患儿转
运、远程会诊、信息共享等就诊绿色通道建
设，积极倡导实施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
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并全力推动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为普通疾病患者向下回流创
造条件。

2015 年以来，河南省儿童医院举办 16
期“百名医生、百名护士”培训，共培训基层
医护 1425人，其中省外 116人；联合北京儿

童医院集团开展大型义诊服务活动 134场
次、“一对一”帮扶 308场次；联盟内开展远
程会诊 525例，为成员单位免费安装远程心
电、远程影像系统，举办远程培训讲座。

三年来，河南儿科医疗联盟帮扶基层
成员单位开展新业务新技术 154大项 1572
项次，升级亚专业 45大项 1167 项次，涵盖
内科、外科、麻醉、医技等专业，基层儿科服
务能力持续增强，省内各级各类儿科资源
利用效率持续提升，分级、分向、分治日益
显现。

北京儿童医院收治河南患儿下降 8%，
2017年，河南省儿童医院门诊量、住院量增
幅下降。河南儿科“医联体”联出了效率和
质量，联盟单位间合作共赢、错位发展的良
性机制基本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儿
科分级诊疗体系落地河南。

体制机制双创新 省市齐抓共管“三方共建”合力攻坚

对齐标准补短板 借势优质资源落地“四级”分级诊疗

加快“四引”促创建 多资源融合“医教研”水平显著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吹响了建设健康中国的时代号角。2016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我国0-14岁儿童2.27亿人，河南0-14岁儿童人口占全国的 10.45%。河南守护好2300

万儿童健康，对于全国儿童健康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在郑州坐诊

河南儿科医疗联盟大型义诊帮扶活动走进平舆

“大象出没”的童趣化儿童医院

童趣化儿童医院“宇宙主题”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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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管委会第一次会议 河南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上，河南省儿童医院一次性引进9名博士，其中全职引进1名外籍博士

北京儿童医院郑州医院理事会在河南省儿童医院召开

连续四年获得国家卫健委“改善医疗服务”多项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