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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

面小康。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从

最初看病老三样的听诊器、

血压计、体温表，到如今的彩

超、CT、核磁共振；从简陋诊

室到现代化综合性医院；从

乡 村 群 众 患 病 找“赤 脚 医

生”，到现在签约家庭医生提

供上门服务；从缺医少药看病

难，到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建立……

开封市卫生健康战线全

体党员干部职工始终坚持以

人民群众健康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求真务实，锐意进取，以

攻坚克难的勇气、百折不挠的

韧劲、真抓实干的作风，坚持

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卫生健康

政策，不断提升全市卫生健康

服务能力，为开封百姓铺就了

一条健康之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封市医疗设备极
其简陋，医疗技术水平低下，各级各类医疗
卫生技术人员仅 850人，拥有病床 450张，
市级医院仅能作阑尾切除等中、小外科手
术，人民群众得不到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

截至 1952年年底，全市各级医疗卫生
机构76个，病床685张，各类卫生技术人员
1357人，初步适应了建设新开封时期人民
医疗保健需求。

新中国成立 10周年之际，开封市初步
形成市、区、企业和街道三级医疗服务
网。市、区和工业企业所属卫生医疗卫生
机构增加到 122 个，病床增加到 2038 张，
各级各类医药卫生技术人员达 2052 人。
职工医院开展了第一例食道癌手术，开封
市人民医院开展了心内直视手术，淮河医
院开展了首例脾—肾静脉分流术和首例
心包剥脱术。

新中国成立初期：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1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
封市卫生工作全面转向卫生工作改革，初
步形成了城乡医疗卫生网。1983年恢复个
体医生开业，首批核准 61名医生开业。当
年开封市与开封地区合并，截至年底，全市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技术人员 7237人，拥有
病床5201张。

伴随临床医疗学术发展，开封市属医

院医疗设备逐步更新，配备了钴60治疗机、
人工肾、人工心脏监护仪、血气分析仪、人
工心肺机等设备。到 1985年，临床医疗在
脑外、胸外、泌尿外科和心血管、神经外科
等专业学科方面，均已有了较好基础，各专
业都配备有相应的骨干医师。体外循环心
内直视手术、脑小血管搭桥、肾脏移植、角
膜移植等手术都已在本市开展。

改革开放初期：初步形成城乡医疗卫生网2

党的十八大以来：卫生健康工作实现新突破3

让群众健康拥有更多的获得感
——来自开封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报告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赵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卫生健康事业
以加强党的建设为引领，以党的建设高质
量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市医
疗资源总量不断扩大，医疗布局框架完整，
医疗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急救应急网络逐
步健全，基层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整体
卫生健康服务保障能力全面加强。

截至 2018年年底，全市共有医疗卫生
机构3365家，其中三级医院6家，二级医院
22 家 。 卫 生 技 术 人 员 31864 人 ，床 位
29073张。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
2.71人、注册护士 2.93人、病床 6.38张，均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发挥巨大作用，城乡

居民医保制度整合稳步推进。国家免费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逐年增加，服务质量不
断提升。公立医院实施药品零差价销售，进
一步让利群众。药品供应保障体系逐步完
善，有效保障群众用药安全。分级诊疗制度
加快推进。全市成立医疗集团5个，专科联
盟6个，县域医共体4个，实施对口帮扶，促
进城市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截至2018年年
底，全市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 1018
个，签约 203 万人，智能化签约 124 万余
人。二、三级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和“互
联网+医疗健康”建设不断推进，基层医疗
机构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全覆盖。开封市儿
童医院打造开封首个“掌上医院”，市人民
医院上线开封首个互联网医院，为群众提
供多维度、全流程的网上便捷就医服务。

（二）聚焦高水平就医需求，破解就医难
开封市委、市政府精准对接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着力保障和改
善民生“八需八难”，特别是破解就医难，为
群众提供高质量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启
动开封市中心医院新院区、开封妇儿医院、

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市人民医院病
房综合楼等十大重点卫生健康项目建设，
增加卫生健康资源总量，均衡布局，满足新
老城区居民卫生健康需求。大力支持城区
大型医院发展高水平医疗。开封市中医院
建设中医内分泌医疗中心、肝病诊疗中心；
开封市中心医院建设脑血管医疗中心、眼科
医疗中心；淮河医院建设心血管医疗中心、
呼吸疾病诊疗中心；河大一附院建设消化疾
病诊疗中心；开封市儿童医院、开封市妇产
医院建设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开封市人民医
院建设皮肤和美容医疗中心、骨科医疗中
心。力争利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建成省级区
域医疗中心，为开封市乃至豫东地区群众提
供较高的医疗健康服务。

（三）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实行县乡医疗机构首诊制度。县级医

院开展《河南省县级医疗机构分级诊疗基
本病种目录（A类）》的病种诊治工作，乡级
医疗机构按照《河南省分级诊疗乡级病种
目录》完成 50个病种的诊治。提升乡镇卫
生院常见病、多发病诊疗能力。加强医疗
设备的更新换代和提档升级，引导常见病
人留在基层、流向基层。截至 2018 年年
底，全市有60个基层医疗机构能够诊治50
个以上病种；有 52个基层医疗机构具备开
展二级以下常规手术能力。筑牢卫生健康
服务网底。积极争取村卫生室建设资金，
对新建村卫生室进行补助。2018 年新建
村卫生室 35个，改扩建 40个，推进村卫生
室标准化建设，改善农村医疗环境，促进农
村卫生健康事业持续发展。

（四）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显著提高
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抓好“进一

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医院后勤服务
规范年”“温馨服务年”等活动，加强“十大
指标”监管，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加强

医学重点专科建设，增强医院核心竞争
力。2个专科迈入国家级重点专科和国家
级重点建设专科行列，22个专科进入省重
点专科、11个专科进入省重点培育（建设）
专科行列。大力实施“人才强医”战略。系
统每年在人才工作中投入经费超过 1 亿
元，持续开展“五位一体”“三大对接”等，不
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先后成立“河南省
院士专家工作站”“河南省中医药慢性病院
士工作站”“河南省精神卫生专家工作站”，
有效促进医疗技术创新发展和医学科研整
体水平提升。

（五）中医药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开封市中医院糖尿病科分别被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和省中医管理局确定为国家中
医药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和河南省中医
区域专科诊疗中心，开封市第二中医院颈肩
腰腿痛科被命名为河南省中医重点专科。创
建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 4个，设立“仲景学
堂”4个，确定青苗人才工程导师3名；组织开
展“汴梁寻宝”活动，挖掘、收集民间中医技术
163项。开封大宋养生园被确定为第一批
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创建单位，河
南天河农业有限公司被命名为河南省中医药
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开封市中医院在自贸试
验区注册开封大宋国医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开
封养生保健研究院，深度开发中医药养生保健
产品，中医药产业发展势头向上向好。

（六）公共卫生保障有力
重大疾病防控成效显著。加强重大疾

病量化分级管理，重大传染疾病多年零发
生。卫生应急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全市
拥有市级卫生应急队伍12支，县级队伍49
支。全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决策
系统和卫生应急培训演练中心投入使用，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提升。
急救网络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现有 1家

急救中心、22家急救站点、1支急救特勤大
队、64台急救车辆、660名急救人员、8支紧
急医学救援队，并成立“开封市航空救援联
盟”，全部纳入市120急救网络管理。妇幼健
康保障能力大幅提升。推进免费孕前优生检
查，实施孕妇和新生儿免费“两筛”检查。成
立危重孕产妇临床救治专家组，市妇产医院
和市妇幼保健院重症监护室投入使用。

（七）健康扶贫成果显著
减轻贫困人口就医负担，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在县域内就诊可享受“先诊疗后付
费”和“一站式”结算服务。健全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三免（免除门诊挂号费和 120急
救接诊费、每年进行 1 次免费体检）两优
（优先就诊检查，优先安排床位。）一提升
（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一促进（多
种方式促进贫困人员健康素养水平）”扶贫
机制。截至 2018年年底，全市完成 177个
贫困村标准化卫生室建设，为 697人开展
大病集中救治，慢性病签约率覆盖所有贫
困人口，为贫困人口免费体检近 25 万人
次，免除门诊挂号费 8.6 万人次，免除 120
急救接诊费近 5000人次，为贫困人口开通
就医绿色通道 3.3 万次，优先安排住院 1.8
万次。贫困村标准卫生室建设完成率
100%，贫困慢病患者签约服务率100%，贫
困患者 25种大病救治率 100%，贫困人口
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达到 90%以上，县域内
就诊率达到90%左右。

开封市卫生健康战线广大党员干部职工
将在开封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面加
强卫生健康系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精准
对接人民群众高水平就医需求，逐步解决群
众就医难问题，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
展，不断增强群众健康获得感,为开封在中原
更加出彩中走在前列提供坚强的健康保障，
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开封市中心医院护理人员为患者提
供优质服务

参加全省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应急
拉动演练，提升应急救援服务能力

现代化手术室,让患者手术方便、快捷、安全有保障

开封市人民医院远程影像中心

古色古香的开封市中医院
开封市妇产医院危重症孕产妇救治团队

开封市妇幼保健院现代化新生儿病房

开封市第二中医院举办中医传承拜师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