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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专注妇儿健康卅余载
砥砺前行谱写创新发展新篇章

——祝贺“河南省妇女儿童医院”落户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郑大三附院、河南省妇
女儿童医院）始建于 1986年，是集医疗、保健、
教学、科研、培训、指导和康复七位于一体的三
级甲等医院，也是郑州大学附属妇产儿童医院、
河南省儿童脑瘫康复医院。承担着全省妇女儿
童的医疗、保健以及妇产儿童专业技术人员的
业务培训和技术指导任务，也是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指定的中国大陆七大培训基地之一。

近年来，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党政领导班子
带领全院干部职工团结奋进、砥砺前行，医院的
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2018年，河南省
妇幼保健院更是硕果累累。

在专科发展上：2018年中国医院影响力排
行榜发布结果显示，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所有临
床专业进入全国前17名，其中产科专业全国第
4名、华中地区第 1名；妇科全国第 14名；儿科
专业全国第17名，河南省第1名。在 2019年 4
月公布的“全国省市级妇幼保健院2018年度综
合排名”中，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名列第二。通过
对妇科、产科、儿科相关专业不断强化、挖潜，医
院创建了36个国家级、省级诊疗中心，2个国家
重点专科，14个河南省医学重点学科。医院同
时为国家四级妇科内镜手术培训基地，国家首
批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河南省急危重孕产
妇救治中心，河南省新生儿重症救护中心，河南
省产科、儿科、小儿脑瘫质量控制中心。妇科、
产科、儿童康复、医学影像（诊断）、生殖健康、小
儿神经学等 14个专业通过国家药物临床试验
机构资格认定，成为全省唯一一家具备药物临
床试验资格的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

在医院管理上：高质量党建，为医院发展提
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2018年，河南省妇幼保
健院被批准为三级甲等医院，成为河南省首家
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标志着河南省妇幼保健
院的管理水平和保健医疗服务水平迈上新台
阶，成功跻身全国最高妇幼保健院等级行列，医
院发展进入新时代。

在科研项目上：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首次获
批河南省科技厅重大科技专项，首次获批吴阶
平基金会基金，首次获批NSFC-河南联合基金
重点项目，首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
作重点项目，首次获批科技部重点专项子课题，
首次成功申报入选河南省中原百人计划。

在基层帮扶上：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依托“河
南省妇幼联盟”平台，通过“迎上来”“走下去”的
帮扶方式，提升了基层妇幼联盟成员单位的诊
疗技能，有效缓解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加快了分级诊疗制度在我省妇幼健康行业
全面有效地实施。

在民生实事上：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充分发
挥妇幼专科优势，承担“两筛”和“两癌”两大民
生实事项目管理工作和业务工作，为提升我省
出生人口素质和降低出生缺陷做出了应有的贡
献，受到了省政府表彰。

在对外交流上：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成立国
际远程病理会诊中心，国际远程病理会诊中心
与河南省妇幼病理联盟远程病理会诊平台相互
连通，实现了妇幼联盟内基层医院的患者在家
门口就可享受到国际权威病理专家的诊疗服
务，真正做到服务基层，为更多的妇女儿童患者
提供便利和实惠。

在党建工作上彰显妇幼厚度

33年风雨同舟，33年披荆斩棘，河南省妇
幼保健院能取得今日的成绩，离不开贯穿医院
发展始终的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精神，激励着
全院职工砥砺奋进。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党的建设与医疗、保健、

科研、教学等各项工作紧密结合、相互促进，不断
提升医院核心竞争力。院党委书记张振卿说，医
院从抓好政治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党风廉
政建设等方面入手，增强了党建工作的厚度，以
高质量党建引领妇幼健康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以党建引领医院文化建设，河南省妇幼保
健院基本形成了具有妇幼特色的医院文化体
系。在“儿童健康，母亲平安”的核心价值观，

“诚信、仁爱、敬业、创新”的医院精神，以及“天
下妇幼是一家”的理念的引领下，河南省妇幼保
健院全院干部职工朝着两个方向矢志不渝地奋
勇前进：一方面重学科、重科研、重人才、重服
务、强实力，提升妇幼专科水平，做好自身发展；
另一方面立足全省妇幼健康的大局，对基层妇
幼保健机构进行全方位帮扶，为全省妇幼专业
业务技能的提高和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的提升做
出了积极贡献。

在专科建设上彰显妇幼高度

山以险峻成其巍峨，海以奔涌成其壮阔。
彰显妇幼专科特色使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攀

登一个又一个医学高峰。
妇科、产科、儿科是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的主

要业务科室，随着疾病谱的不断增加，医院的学
科发展也在不断精细化，目前，医院拥有 36个
国家级、省级特色诊疗中心。

妇科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四级妇科内镜手术
培训基地、河南省妇科内镜诊治中心、河南省妇
科内分泌诊治中心、河南省妇女盆底功能障碍
诊治中心；产科为河南省围产医学中心、河南省
产前诊断技术服务机构、河南省产科质量控制
中心；儿科为国家首批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
河南省儿童重症救护中心、河南省新生儿重症
救护中心、河南省小儿脑瘫康复中心、河南省新
生儿疾病筛查中心、河南省小儿先心病诊治中
心、河南省儿童心理行为中心等，牢牢确立了在
河南省妇幼专业的龙头地位。

自“两孩”政策实施以来，高龄及危重孕产
妇的数量与日俱增，为了做好高龄及危重孕产
妇的救治工作，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提高出生人
口素质，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成立了产科多学科
会诊中心，开展产科疑难重症多学科会诊工作，
由产科、儿科、外科、遗传等科室副高以上专家
组成多学科会诊团队，每周四下午对全省乃至
全国各地转诊的产科疑难重症患者进行会诊。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院长张小安介绍，作为
河南省儿科治疗控制中心和产科质量控制中
心，医院利用交流、考核等方式，对基层医院的
产科、儿科医疗护理人员进行培训，来促进基层
医疗单位医疗技术进步，从而推动了全省危重
孕产妇和新生儿重症救护水平的整体提升与飞
速发展。

畅通双向转诊制度，架起了一座全省妇幼专
业诊疗技能资源共享的桥梁，打造了一条全省妇
儿危重症救治“高速”通道，有效地提高了急危重
症妇儿患者的救治率。医院配备的孕产妇和新
生儿救护车，实现24小时、全省范围内接诊，对
急诊转诊患者开启就诊、检查、住院绿色通道。
新生儿转运救护车按照移动医院标准配置有转
运暖箱、转运呼吸机、完善的监护设备等，由总住
院医师和高年资护士组成的转诊团队随时准备
出发，接诊危重孕产妇和患儿。近三年来，医院
共计为22259人次提供绿色转诊通道。转诊绿
色通道为健全三级妇幼保健网络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也为危重症患者的及时治疗提供了帮助。

因在妇儿临床专科领域所取得的斐然成
绩，同时作为大学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承担着郑州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任务，郑
州大学儿科系、神经科学研究院均设在该院，河

南省妇幼保健院依托“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基地”的优势及 515、512、369 项目，在学
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对外交流等方面
起到引领和带动作用，源源不断地为妇幼专科
建设及全省各级医疗机构培养输送人才。

在科研创新上彰显妇幼深度

科研是医院发展的命脉，在“科技强院”的
发展思路指引下，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制定了完
善的以科研平台建设为基础、人才培养为根本、
学科建设为支撑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医院整
体科研水平大幅度提升。

2018年，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在科研创新方
面取得显著成绩。首次获批河南省科技厅重大
科技专项，首次获批吴阶平基金会基金，首次获
批NSFC-河南联合基金重点项目，首次获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点项目，首次获批
科技部重点专项子课题，首次成功申报入选河
南省中原百人计划。

近年来，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承担各类科研
项目 350余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1
项，发表SCI论文 380余篇（医院为第一作者完
成单位）。其中一篇 SCI论文被香港《独家》杂
志专题报道，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医院
的科研成果也是硕果累累，共获科研成果奖 30
余项，其中省级以上成果奖有14项。

在科研平台建设上，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拥
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科技工作站和河
南省基因诊断精准医学研究院士工作站，有河
南省儿科学第一个重点实验室——新生儿脑损
伤实验室，还有 4个国际联合实验室——河南
省中美围产医学国际联合实验室、河南省神经
医学影像国际联合实验室、河南省生殖生育力
保存国际联合实验室、河南省儿童脑损伤防治
国际联合实验室；拥有围产医学、新生儿脑损
伤、妇科肿瘤、儿童脑瘫防治等8个医学重点实
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在基层帮扶上彰显妇幼大度

强基层是新医改的核心问题。
医联体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帮扶基层，也是

落实国家分级诊疗制度的一项重要举措，更是
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抓手之一。

作为河南省妇幼专科医院的龙头，河南省妇
幼保健院一直秉承着“天下妇幼是一家”的发展
思路，来实现“大妇幼事业”共发展。在明确的
发展思路引导下，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在做好自
身发展的同时，依托医联体建设和妇幼联盟建
设，助力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发展，推动全省妇
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和水平的持续提升。

2015年 9月，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作为发起
单位，联合市、县级妇幼保健服务机构共同成立
了河南省妇幼联盟。河南省妇幼联盟通过医疗
合作、教学培训与科研协作等形式，在促进联盟
成员单位之间的交流的同时，利用双向转诊、远
程医疗等互动方式全面提升全省妇幼成员单位
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

目前，河南省妇幼联盟共有 500余家成员
单位，基本建立起了覆盖城乡、双向协同、功能
完善的同质化妇幼健康保障机构，为做强整个

“河南妇幼保健大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河南省妇幼联盟为纽带，河南省妇幼保

健院还成立了河南省妇科、产科、生殖医学、儿
科、儿童康复、儿外科、医学影像、病理、药学、护
理、感染等 15个专科联盟，并定期组织专家团
到联盟成员单位进行巡讲指导，全面提升妇幼
机构各个专业的水平和服务质量。据不完全统
计，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每年举办免费培训班

100余期，培训基层医务人员近3万人 。
在对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帮扶上，河南省

妇幼保健院一直在做精、做实上做文章，受到了
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广泛赞誉。2018 年 11
月，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先后与睢县妇幼保健院、
息县妇幼保健院签订合作共建协议，河南省妇
幼保健院开始对两院进行实质性托管共建。这
是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在探索“紧密型”医联体道
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也是在帮扶基层妇幼保
健机构、提升全省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和水平方
面做出的有益探索。同时，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推出的“迎上来”“走下去”医联体教学模式，在
短时间内使基层医联体单位的整体诊疗水平得
以全面提升，此模式，在我国其他省份妇幼事业
的发展中得到借鉴和全面推广，在提升我省基
层妇幼机构整体水平的同时，也为我国妇幼健
康事业的大发展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除了借助河南省妇幼联盟之外，河南省妇
幼保健院还建设了“河南省产前诊断网络”“河
南省新生儿疾病筛查网络”“河南省新生儿（儿
童）重症救护网络”“河南省妇幼卫生信息网络”
和河南省儿童脑瘫康复质控网络五大网络，来
全面提升全省妇儿专科诊治水平。

在民生实事上彰显妇幼温度

公立医院为人民，是公立医院的立院之本。
在为民服务上，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一直勇

于担当，主动承担两大民生实事免费“两筛（出
生缺陷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和“两癌
（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工作。作为“提高妇女
儿童健康保障水平”民生实事项目的技术管理
机构，河南省妇幼保健院负责技术服务人员培
训考核、信息系统的建设与维护、全省信息审核
及汇总分析、档案资料管理等工作。

因民生实事项目办公室设在河南省妇幼保
健院，项目技术指导小组组长、河南省妇幼保健
院院长张小安接到任务之后，一个月内就建立
了“河南省民生实事信息系统”，成立全省民生
实事专家指导组，加强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
协助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两癌”筛查工
作方案、服务机构及人员标准、技术规范、工作
流程、相关工作制度等。对服务机构和人员实
行备案管理，严格按照标准遴选技术服务机构，
完善技术服务网络，加强技术监管和质量控制，
确保服务质量。强化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培训，对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考核合格后，颁发全
省统一的合格证书，技术服务人员全部持证上
岗。截至2018年底，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共举办

“两癌”筛查民生实事技术培训班30余期，共培
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2628名。为确保项目的
有效性，河南省妇幼保健院还成立了民生实事
质控技术小组，下设 6个质控组，组织 74位相
关专家参与“两癌”筛查质控督导工作。

针对免费“两筛”民生实事项目，在2017年
免费“两筛”工作基础上，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在
2018 年协助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修订了
《2018年免费“两筛”工作方案和技术规范》，继
续加强培训和质量控制工作，通过“线上质控”
和“现场督导”，对 9个省辖市、直管县及 65个
县（区）、121家筛查机构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
全面督导和质控，提升筛查质量和效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截至 2018年底，全省
完成宫颈癌免费筛查 146万人，乳腺癌免费筛
查 147万人，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全省完
成免费产前超声筛查71.16万例、免费血清学筛
查79.64万例，孕产妇早中期产前筛查覆盖率为
64.05%，高出目标要求19.05个百分点；新生儿

“两病”筛查 119.97万例，筛查率为 96.49%，高
出目标要求 6.49 个百分点；新生儿听力筛查

118.94 万例，筛查率为 95.66%，高出目标要求
10.66个百分点。

在对外交流上彰显妇幼广度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
为了实现更高远的目标，引进更高端的专

业技能，在 2018年 11月 7日，河南省妇幼保健
院与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联合成立了国际远
程病理会诊中心。此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河南
省妇幼保健院跨入国际化医疗机构行列又前进
了一步。为使更多急危重症患者早日恢复健
康，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将国际远程病理会诊中
心与河南省妇幼病理联盟远程病理会诊平台进
行了连通，实现了妇幼联盟内基层医院患者在
家门口就可享受到国际权威病理专家的诊疗服
务，为更多的妇女儿童患者提供便利和实惠。

国际远程病理会诊中心的建立是河南省妇
幼保健院对外交流取得的丰硕成果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医院立足为广大妇女儿童提供全
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的目标，稳步推进
国际交流互访，扩大交流合作，加强院际合作和
人才培养，开创了医院对外开放工作的新局面。

医院积极拓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成立了
河南省儿童脑损伤防治国际联合实验室、河南
省神经医学影像国际联合实验室、河南省中美
围产医学国际联合实验室、河南省生殖生育力
保存国际联合实验室等国际联合实验室，积极
邀请国际知名专家来院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三
年来先后接待外国专家来访近百人次，为医护
人员带来了国际前沿医学理论与诊疗技术。

积极引进国际化人才，该院聘请了美国亚
利桑那大学、瑞典 Sahlgrenska学院围产医学
和健康科学中心、德国马德保大学、瑞典哥德堡
大学的知名专家为医院特聘教授，建立了长期
稳固的合作关系，为医院建设和发展引入海外
智力资源，推动医院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选派
学术骨干出国研修，通过“5451项目”，选派数
十名专业技术骨干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美国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瑞典哥德堡大学、挪威奥斯
陆大学等国际知名院校研修学习。

积极组织和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三年来河
南省妇幼保健院派出 50 余人次到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西班牙、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参加学术交流会议。2018年，医院依托优势学
科资源和国际合作平台，承办的第二届国际脑
瘫基因组联盟学术会议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
童康复论坛、第九届中国妇幼保健发展大会、孤
独症诊疗康复发展国际高峰论坛等国际大会受
到了广泛关注，美国、瑞典、英国、加拿大、西班
牙、芬兰、挪威、以色列、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
的科学院院士、专家学者参会、发言，在相关领
域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些国家级、国际级大会
的成功举办，是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强大的综合
实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的体现，也为河南妇幼
卫生行业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

在创新发展上彰显妇幼锐度

2018 年是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发展史上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

2018年 5月 9日，原河南省卫生计生委正
式发出通知，批准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为三级甲
等医院，也是我省首家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
这标志着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的管理水平和保健
医疗服务水平迈上新台阶，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成功跻身全国最高妇幼保健院等级行列，医院
发展进入新时代。

据了解，自2016年国家颁布全国妇幼保健
院等级评审的标准后，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抓住
时机，紧紧围绕妇幼卫生工作方针，统一思想、
周密安排、全院参与，积极开展三级甲等妇幼保
健院的创建工作。

在创建过程中，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以等级
评审作为促进质量提升的有效载体，以评促建、
以评促改、以评促进。按照《三级保健院评审标
准及实施细则》具体标准，及时发现缺陷与不
足，运用新的质量管理工具，以维护全省妇女儿
童健康为己任，提高医疗保健质量，保证医疗保
健安全，改善医疗保健服务。经过不断学习、不
断实践，将妇幼保健院等级评审的科学管理理
念真正融入管理的各个环节，在学中用、学中
改，实现持续改进、科学发展。

三甲创建成功，是对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管
理、服务和患者安全进行的集中评价，也是对医
院的医疗保健体系建设、规范化建设的一种肯
定，既提升了医院内涵建设，也为医院实现新跨
越、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长。2019
年，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站在“三甲妇幼保健院”
和“河南省妇女儿童医院”的新起点上，以建设

“全国一流妇幼保健院”为目标，以学科建设为
重点，推动“大健康”理念落到实处，谱写妇幼事
业发展新篇章，为“健康中原”建设、为中原更加
出彩增添助力。

一声嘹亮的啼哭，开启生命之路。
一份执著，从省内专科到国家级示范

基地，每一次自我超越，都如一次成长。
一个信念，从省内领先到国内一流，每

一次华丽转身，都似一次新生。
33 年只为保障中原 6600 万妇幼健

康，因为妇幼专科实力强，经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批准，河南省妇女儿童医院落户这里。

这里，是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郑州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2019年 1月，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批准医院增挂“河南省妇女儿童医
院”牌子。在 2019年 4月公布的“全国省
市级妇幼保健院 2018年度综合排名”中，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名列第二。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直秉承妇幼
专科特色发展方向的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不畏艰难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穿越风雨
取得了不平凡的成就，在新的起点，为我省
乃至全国“大妇幼事业”发展交上了一份优
秀答卷，谱写了妇幼健康事业大发展的新
篇章。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华小亚

河南省妇女儿童医院在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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