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程院院士、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总院长胡盛寿为患者实施心脏移植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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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浇筑文明 高质量发展绽放芳华
——河南省人民医院五届蝉联“全国文明单位”纪实

□王平 武启峰 胡晓军

日前，中央文明委下发《关于复查确认继续保留

荣誉称号的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

明家庭、文明校园的通报》，河南省人民医院继续保

留“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这是河南省人民医院五届蝉联“全国文明单位”

称号，在全省卫生系统尚属唯一。重磅荣誉来之不

易，弥足珍贵。

河南省人民医院院长邵凤民表示，精神文明建

设是一家医院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更是公立医

院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近年来，医院在上级文明

委和行政主管部门关心支持下，持续探索“党建引

领、核心价值观铸魂、文化驱动”的精神文明创建机

制，坚持贯穿融入，坚持稳中求进，坚持守正创新，

书写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省医答卷，汇聚了

催人奋进的精神能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文

明力量。

医院组建多学科专家团队，全力救治新冠
肺炎危重症患者

党建引领把方向
深植文明创建之基

历年来，河南省人民医院党委始终高度重
视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把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纳入“十三五”规划、党委年度中心工作要点、
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制定《党委履行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河南省人民医院精神
文明服务巡查制度》，细化丰富党建工作内
涵、创新党建工作形式，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强化精神文明创建中党组织
的引领保障和推动落实作用，以党建的高质
量引领文明创建的高质量。

如今，全院共设有16个党总支、104个党支
部、208个党小组，实现了基层党组织对60个科
室、124 个亚专科、375 个亚专业组的全面覆
盖。目前共有3698名党员，占全院职工总数的
41%，55岁以下中青年骨干比例占党员总数的
87%。

全面加强公立医院党建。深入学习贯彻落
实《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在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创新实行党委常委制，组
织开展“党建工作调研巡查提升”活动，组织开
展“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年”活动，制定印发《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要点》《“七个省医”建设实施方案
任务分工》。创新实施河南省人民医院“第一议
题”制度，建立任务台账、明确责任分工，定期督
导讲评、追踪问效。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成立河南省人
民医院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施方案》，
建立形成分析、研判、妥善处理的工作机制，打
造涵盖院报、中英文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官方抖音等在内的10个融媒体宣传平台，持续
做好内外宣传，加强舆情监测与引导，切实讲好
省医故事，弘扬发展正能量。

探索“互联网+党建”新模式。创新推动智
慧党建工作，涵盖党员发展全程及时管理、线上
党费收缴、线上党支部工作积分管理和党员积
分管理等多项功能。

核心价值观铸魂
倡树文明新风尚

从新员工的入职培训，到抗疫精神的分享
展示；从兄弟单位的参观交流，到各级领导的调
研指导……位于省医科教大厦 2楼一个独具特
色的场馆——百年省医院史馆，近年来，一直是
医院职工及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

院史馆主展区面积973平方米，分布在5大
展厅的 500余张珍贵老照片、逾 5万字激昂的
文字介绍以及一个个还原历史的场景，生动展
示了医院从建院到跨越发展走过的116年不平
凡历程。自 2015年 11月 11日正式开馆以来，
百年省医院史馆吸引了各级领导、名家大家以
及数百家国内外知名医院、机构、团体等前来参
观交流，被省委宣传部授予“河南省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全省卫生系统唯一，同时也被郑
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二小学等作为学生校外实
践活动基地。

百年历史的发展，百年精神的传承，始终践
行着“人民医院为了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人民”
的宗旨。这是省医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核心价值
观铸魂、倡树文明新风的缩影。

创新举措，价值观教育贯穿日常。大力推
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坚持思想
教育、道德教化，将价值观教育落细落小落实
到每项活动中。开展全员全岗全程优质服务，
制订《“优质服务年活动”实施方案》，深入推进
省医服务体系和品牌服务文化建设，从普通员
工至院级领导，从临床一线至行管后勤、第三
方岗位，从进入医院到康复出院，着力改善患
者就医体验，优质服务贯穿诊疗全过程。引入
OSM 现场管理系统，从质量、安全、技术、服
务、流程、环境、责任等方面改善患者体验，回
应患者诉求。

丰富载体活动，培育文明新风。坚持开办

“百年省医人文讲堂”40期；累计举办“幸福省
医 经典共读”读书分享会35期；借助官方微信
公众号等宣传平台，开辟省医新服务、省医音画
等栏目；举办各类表彰大会，展示最美职工风
采。

身边榜样，彰显文明新人风采。在省医，
“我是省医人，我愿为您服务”形成共识，“尊重、
关怀、慈爱、共情”深入人心，文明风尚蔚然成
风。从日常工作中的精益求精，到飞机、高铁、
公交车等不同场合下的挺身而出，省医人敢于
担当、奉献爱心的博大胸怀感动着全社会。医
院先后涌现出“白求恩式好医生”“国之名医卓
越建树”奖获得者邵凤民教授，首批“中国好医
生”“最美医生”高传玉教授,“中国好医生”、中
国医师奖获得者高延征教授，“白求恩式好医
生”孟凡民教授等一大批最美省医人，持续传承
了百年省医精神。

文化驱动
绽放百年省医文化之美

来省医看病，患者不仅可以乘坐每天在火
车站往返的爱心直通车，还可以直接通过 5号
地铁省医站点的地下通道直通病房楼；走进省
医，随时随地可以感受树木、花草的郁郁葱葱和
五彩斑斓，随时随地可以品赏生殖广场、住院部
大厅等处的建筑景观，还可以时不时聆听诵读
经典的读书分享会……

这是医院创新推进“七个省医”文化建设的
缩影。

5 年来，295 项举措覆盖全院，责任明确、
协同高效的文化建设行动，让文明之花绚丽
绽放。

以提升干部职工人文关怀价值观为核心，
建设人文省医。每月开设“百年省医 人文讲
堂”，广邀国内外知名医疗机构及专家学者登台
授课，有效提升了职工的人文情怀和综合素养；
定期举办“红色人文讲堂”，深入发掘身边有温
度、有情怀的人和事；持续开展“人文护理病房”

“人文护理先进集体”评选表彰活动；文化建设
深入科室，介入科“健康壁画”、内分泌科“糖友
俱乐部”、生殖医院“好孕树”等一批科室文化亮
点纷纷呈现。重症医学部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

“人文科室”；多名临床一线专家荣获全国卫生
系统“人文医生”殊荣。

以打造学习型医院、学习型科室、学习型职
工为核心，建设书香省医。在全省率先将书店
引入医院，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合作建设省医
书吧，占地近千平方米、上架图书一万余册；创
新举办“幸福省医 经典共读”读书分享会，累计
参与 1万余人次、分享及推荐优秀书目 400余
本。该活动被国家卫生健康委纳入《医院文化
建设经验 30例》，被河南省直工会评为创新案
例、全省医疗机构唯一。

以提升青年活力、彰显青春内涵为核心，建
设青春省医。在全省率先推出团建目标责任
制，不断加强“号手”创建工作，全院共有各级青
年文明号集体28个，荣获各级青年岗位能手荣
誉称号 37人次。注册志愿者达 4700余人，近
两年共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1782次，累计服
务时间7063.5小时，受益群众53209人，获得中
国红十字会颁发的“中国红十字奉献奖章”，连
续 3年获评“红会送医计划”先进单位。持续开
展“十佳青年”评选，举办青年科普大赛和全院
科普大赛，优胜者先后获得全国第一届“春芽
杯”青年医师科普大赛一等奖及最佳人气奖、河
南省科普健康能力大赛金奖。

以履职尽责、公益为民为核心，建设责任省
医。在国内省级人民医院中首次出版年度公
益报告，获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袁钟主委专
文称赞。积极推进十项公益发展行动，涵盖
互联智慧分级诊疗服务行动、互联智慧健康
服务院线上行动、百项适宜技术推广普及行
动、三方签约推进医养结合行动、对口帮扶—
精准扶贫行动、空地互联网一体化航空紧急
救援行动、志愿者服务行动、服务环境改善行
动、七项惠民医疗行动、人文关怀行动，为患
者提供全方位的公益服务。无论是在抗震、
抗洪的救灾一线，在抗击非典、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最前线，还是在援疆、援非工作中，处
处都有省医人美丽的身影，进一步彰显了百
年省医的责任担当。

以维护职工权益、关注职工诉求、改善工作
生活条件为核心，建设幸福省医。启动19项福
利关怀，涵盖职工生日、婚丧嫁娶、生病住院、退
休慰问、传统节日及原有职工健康体检、职工父
母体检等；成立职工服务办公室，成立老干部活
动中心、老年大学、老年艺术团；推进 23456人
才工程；督促落实带薪休假、疗养、双休；成立羽
毛球、马拉松、篮球等 6个俱乐部；改扩建省医
幼儿园，每年解决480余名职工子女入托，对院
内外入托适龄儿童发放补助，全院职工有了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以尊重公平、团队协作、内外协调为核心，
建设和谐省医。连续14年举办医患联欢会、医
患同乐闹元宵灯谜会，医患同心、其乐融融。制
订出台《河南省人民医院教学文化建设方案》，
创新开展“手绘省医，我是医学生”大赛，组织开
展师生座谈、微视频交流等特色活动，积极营造
浓厚的学习氛围和尊师重教的文化氛围。积极
做好统战工作，发挥民主党派、党外知识分子在
医院改革、发展、稳定中的作用。

以医德医风、行业作风为核心，建设廉洁省
医。院党委、纪委坚持把牢全面从严治党“两个
责任”，制定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监督
责任清单和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清单，细化工作
任务，把全面从严治党任务要求纳入医院党的
建设和发展全局。注重强化思想教育、警示教

育，常态化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专项巡查；坚持和
完善医德医风考评、设立医护人员医德医风档
案、持续开展医德医风查房，编印廉政简报，让
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让干部职工知敬畏、
守底线。

弘扬抗疫精神
点亮文明之光

今年9月 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河南省
人民医院党委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集体”“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一至
高荣誉，是对省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的高
度肯定。

疫情发生后，作为省级定点救治医院，院党
委坚决扛起疫情防控的政治责任，精准施策，科
学救治。实行“党建＋疫情防控救治”工作机
制，印发《中共河南省人民医院委员会关于全面
加强党的领导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通
知》，第一时间召开院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研
究部署新冠肺炎防控救治工作，建立11项工作
机制。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主动请
缨、冲锋在前。隔离病房、发热门诊、武汉前线、
基层医院、机场口岸……省医人坚守岗位，汇聚
起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让党旗始终在抗疫一
线高高飘扬。

全面加强院内救治。党员干部职工闻令而
动、尽锐出战，8000 多名干部职工、3088 名党
员冲锋在前，959名医务人员投身抗疫一线，全
力打赢疫情防控的阻击战、重症救治的歼灭战，
筑起了坚固防线。建立邵凤民院长坐镇指挥、
院领导包干负责、24小时值守机制，第一时间
组建多学科团队，加强重症病人救治。15天火
速建成公共卫生医学中心新冠楼，进一步提升
了重症病人救治能力。据统计，疫情发生以来，
医院共收治确诊病人 55人，其中危重症 23人、
重症17人，治愈出院55人，成功指导98岁确诊
患者治愈出院，实现了确诊患者全部治愈、重症
患者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的目标。

抽调精英骨干支援国内外抗疫一线。医院
先后组派2支援鄂医疗队、3支排查境外输入性
病例工作队、1支国际抗疫救援队、1支支援首
都北京抗疫医疗队和 1 支支援新疆抗疫医疗
队，支援国内疫情防控救治和境外人员输入排
查工作。从最快速的集结驰援、最铿锵的请战
誓言，到最美丽的压痕面庞、最温情的战疫家
书，诠释了白衣战士敢于担当、不怕牺牲、无私
奉献的高贵品质和家国情怀。

一系列荣誉是对逆行者最好的褒奖。省医
援鄂医疗队获评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队长陈传亮先后荣获全
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
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先进个人称号，队员王凯
荣获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先进个人称号。感染性疾病科获得抗击新冠疫
情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称号。呼吸内科主任张晓
菊获得河南省疫情防控“身边好人”荣誉称号，
胡明明、朱世超家庭被评为河南省“抗疫最美家
庭”。69名同志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呼吸内
科党支部、心内科第四党支部等多个基层党组
织和秦秉玉、康谊、王文杰等一批共产党员受到
上级通报表扬。

释放文明力量
助推医院高质量发展

持续深入的精神文明创建，传承百年省医
精神，凝聚发展力量，形成发展合力，助推了医
院高质量发展。

学科建设提升优化。全院 11个国家临床
重点专科全部通过国家验收，14个专科通过河
南省省直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建设项目
评审。近年来，医院先后引入中原首台“慧思
考”机器人、华中地区首家 Mazor脊柱手术机
器人、机器人导医、中原首家沃森肿瘤诊断系统
等；与上海联影公司等开展战略合作，共建国产
高端医学诊疗设备临床科研和应用示范基地；

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共建“中美脑功能图谱
联合实验室”；引入全景动态 PET-CT、“时、空
一体”超清 TOF PET/MR等世界先进医疗设
备。成功开展全省首例双肺移植、华中地区首
例人工心脏移植、国内首例帕金森震颤磁波刀
治疗等一系列创新技术，填补了河南、华中乃至
全国该技术领域空白。

科技创新取得突破。医院拥有国家临床重
点专科11个，部委级重点实验室2个，省医学重
点学科24个，国家级培训中心17个，省级质控、
诊疗与研究中心42个，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项目1个，省级医学中心4个。王梅云主任团
队等相关研究成果分别在国际四大顶级医学期
刊之一的《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影响因子
51.273；闫天中主任团队研究成果在《EURU-
RO》上发表，影响因子 17.9。申报河南省医学
科技进步奖 21项，获评一等奖 12项、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1项。创新开展“班主任带班”的国
自然基金辅导新模式，今年国自然基金获批项
目数再创新高。医院学科科技攻关联合共建项
目获批 108项，获建呼吸系统疾病基础与临床
转化科学家工作室 1个，为医院首个杰出外籍
科学家工作室。河南省肾脏病免疫重点实验室
顺利通过省级重点实验室验收，2个院士工作站
完成全省优秀工作站答辩。

质量安全常抓不懈。不断加强省级质控中
心考核管理，提升全省专业质控能力。修订完
善《运行病历质量评价表（2020版）》，狠抓病案
质量，加强首台手术开台时间管理，强化核心制
度落实。完善护理部—科室—护理单元三级护
理质量管理组织体系，积极推进专科护理质量
指标构建及护理管理标准化建设。常态化开展
患者满意度测评，新增投诉下降 33.92%，新增
纠纷下降 8.1%，新增诉讼案件下降 39.28%，各
项核心指标满意度均值为 95.96。持续开展质
量安全服务巡查，全面完善质量安全管控体系，
成立依法执业监督科，强化依法执业内部监督；
加大消防安全、安保防范等监督管理力度。

医教协同持续深入。建成投用中原地区面
积最大、国内一流的医学模拟中心。纳入郑州
大学直属附属医院序列管理，河南大学医学院
建设稳步推进。与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口腔学院
共建河南大学口腔学院。建成河南首家教学综
合信息管理云平台，实现与北京协和医院及省
内 15 家住培基地信息互联、资源共享。开展

“线上导学+网络直播+模拟示教等”混合式教
学，网络学院总访问量达37245人次。

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全面落实
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规范医院管理。深化
DRG应用，全面开展DRG预分组。开展“成本
管理年”活动，确保成本管控精准实施。丰富临
床药师“A+X”工作模式内涵，试点推广全职临
床药师模式，深化“互联网+药学服务”。创新开
展“一审多项”“一审多果”和“融合式”审计方
式，提升审计效能。创新推动医技自助预约平
台、远程会议技术多场景应用、新冠肺炎 AI影
像识别系统项目等新技术落地应用。成功申报
河南省人民医院公共卫生应急医学救治中心建
设项目并获得批复，建立健全全省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

互联智慧分级诊疗服务体系形成特色。
充分发挥三级综合医院的“龙头”带动作用，以
信息化为载体，以互联智慧健康服务为特色，
探索建立“分工明确、覆盖广泛、资源共享、互
联智慧、服务同质、便民惠民”的分级诊疗服务
体系，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持续提升基层
医院卫生服务水平。随着互联智慧健康服务
院的上线运行和常态运营，以多区多院为实
体、互联智慧健康服务为全域功能的省医医疗
健康服务系统基本构建完成，奏响了赶超跨越
引领的最强音。

站在新起点，走进新时代。院长邵凤民表
示，省人民医院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明确要
求，常态化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弘扬抗疫精神，
立足医改大局，坚持改革开放，坚定创新驱动，
沿着一个多世纪的沉淀与坚毅、拼搏与奋进的
发展路径，不断挖掘医院精神文明创建的丰富
内涵，深入构建以“仁爱、博学、严谨、卓越”百
年省医精神为核心，深刻凝练、积极锻造具有
百年省医特色的文明创建路径，推动医院文明
创建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用生动的实践和实干
的业绩书写百年省医驶入新时代的壮美画卷！

主院区全景

静谧的书吧，常态化开展读书分享会，营造
浓郁的人文氛围

西住院部外景

世界首款全景动态PET-CT落户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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