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医院党的建设，目的就是要充

分发挥院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促

改革、保落实的领导作用，以党建引领医

院发展，以党性规范医疗行为，把党建成

果转化为发展成果，努力实现服务能力提

升、就医环境提升、基层就诊率提升，全力

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浚县人民

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吴宏光表示。

事业要发展，党建是基础。加强公

立医院党建工作，是建立现代医院管理

制度的重要政治保证，是深化公立医院

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近年来，浚

县人民医院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以党建

载体创新为重点，深入推动“党建+业务”

双融合、双促进，推动各项工作稳步发

展、转型跨越。

为适应新时代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发

展要求，加强党委领导下的现代医院管

理，将党的领导转化为促进公立医院发展

的强大动力，浚县人民医院充分发挥党组

织领导核心作用，切实把党建工作责任落

到实处，筑牢“红色基底”——

据了解，浚县人民医院将党建工作写

入医院章程，明确医院党委会议和院长办

公会议的职责任务和议事决策流程，完善

“三重一大”决策机制，并注重发扬民主，

坚持每半年召开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

医院重点工作，听取职工意见建议，把党

的领导融入医院治理各环节,使党建工作

要求得到充分体现。

有党组织在身边，就有凝聚力，就能

提振“向心力”。浚县人民医院党委按照

“党支部建在科室”的原则，增设退休支

部、财务科支部、产科支部、急危重症科支

部、医学影像科支部、手术麻醉科支部、儿

科支部等基层党支部，把支部思想建设与

科室业务学习、支部组织建设与科室梯队

建设、支部作风建设与科室医德医风建设

紧密结合起来，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由

两根“平行线”拧成“一股绳”，确保党的组

织和工作全面覆盖医院各科室、各部门，

实现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双融合双促进

双提升。

与此同时，浚县人民医院党委高度

重视党员学习教育和党建教育阵地建

设，以“三会一课”为主要载体，通过开展

支部主题党日、微型党课比赛、党建联学

共建等活动，不断创新学习教育形式，提

高党员干部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

升理论教育效果；结合工作实际，以“红

心向党医心为民”为品牌，打造以党员活

动室、党建教育大厅、党建主题苑为主要

内容的党建教育阵地，让全院党员在潜

移默化中接受精神洗礼，在春风化雨中

接受党性熏陶，党员干事工作的积极性

进一步激发，为医院健康有序发展提供

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医院文化是医院的灵魂，是推动医院

建设发展的核心源泉。浚县人民医院党

委积极探索医院文化建设的内容和方法，

努力构建以“亲情、和睦、互助、感恩”为核

心理念的“家”文化，通过演讲比赛、道德

讲堂等措施，大力宣传先进典型、传递正

能量，弘扬“爱院如家、爱岗敬业”精神，进

一步增强全院干部职工的凝聚力和主人

翁意识；通过增设职工生日福利、举办退

休人员欢送会等措施，提高职工生活质量

和幸福指数，让职工尊严工作、体面生活，

让所有职工家庭共享医院发展成果，促使

全院干部职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进一步

加强。

“围绕‘强基础、重创新、有特色、见成

效’的工作思路，我们将始终把党建工作

作为引领医院发展的‘航向标’，不断开创

新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党建工作新格

局。”吴宏光说。

巍巍伾山下，滔滔卫水旁。浚县人

民医院始建于 1949 年，秉承“厚德、博

学、仁爱、精诚、创新”的院训，如今已发

展成为集医疗、急救、科研、教学及预防

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医院。近年

来，该院以创建三级综合医院为目标，抓

牢抓实医院管理、学科建设和五个发展

方向（党建引领为引擎、基础综合为根

本、人才培育为中心、重点专科为龙头、

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全生命周期呵护为

己任，不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努力为广

大患者提供高效、便捷、优质的医疗服

务，群众就医获得感显著增强。

□蒋晓芳 庞现超

医院是医疗卫生系统面向社会、服务
社会的重要窗口，医疗服务质量直接影响
到百姓就医感受。近年来，浚县人民医院
通过改善环境、优化流程、提升质量、保障
安全、促进沟通、建立机制、强化科技支撑
等措施，着力解决百姓看病就医的痛点难
点堵点问题。

顺应“互联网+”发展新趋势，浚县人
民医院积极探索“互联网+医疗”服务新模
式，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借助掌上医院
APP、微信和支付宝平台等全面开通手机
预约、挂号、缴费、检查结果查询等服务；在

“医卡通”服务基础上，上线了自助交费、查
询系统及影像、检验结果自助报告打印系
统，逐步实现患者就诊自助化；候诊区配备
有多功能候诊椅、直饮水机、智慧高血压测
试亭，设立“一站式”临床服务中心，为患者
提供导医咨询、投诉接待、临床陪检、困难

帮扶、出院护送等一站式服务，实现了门诊
导诊、服务窗口、电梯引导、诊区导诊的无
缝对接，变“病人跑”为“工作人员办”；建立

“以患者为中心”的移动互联网医院，患者
移动服务平台实现 AI智能导诊、线上问
诊、门诊挂号、诊间充值、检查检验报告等
功能，群众看病就医更加便捷，并持续对电
子病历、医护信息系统、财务系统、医保系
统、远程会诊系统等进行维护升级。2020
年 8月，该院信息系统通过省卫健委电子
病历应用水平分级评价，获评电子病历系
统应用水平四级医院。

为进一步提升护理服务水平，浚县人
民医院创新护理服务模式，通过“线上申
请、线下服务”的方式开展“护士到家”活
动，利用“互联网+延伸护理”方式，由护士
为群众提供上门服务，精准对接多样化、多
层次健康需求，为患者提供全流程、无缝

隙、专业便捷的护理服务。截至目前，该院
进行“护士到家”服务项目培训 5次，培训
人数达295人；接单 362单，涉及服务项目
162项。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5年 1月 4
日，浚县人民医院成功入选国家卫健委全
面提升县级医院综合能力第一阶段500家
县医院名单；2018年 12月 3日，国家卫健
委经第三方评估，宣布全国 479家县级医
院达到综合能力推荐标准，浚县人民医院
位列其中；2019 年 9 月 4 日，国家卫健委
印发达到县级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推荐标
准县医院名单，全国 300家县级医院基本
达到县级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推荐标准要
求，浚县人民医院成功入选；2017 年至
2020 年，该院连续四年荣获国家卫健委
医政医管局“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
划示范医院”荣誉称号，先后荣获“河南省

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标杆医院”“河南省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等荣誉称
号；今年 1月 15日，按照国家相关评审标
准 和《河 南 省 三 级 医 疗 机 构 设 置 规 划
（2020-2025年）》要求，经过严格考核，我
省 13 家县级医院晋升三级综合医院，浚
县人民医院赫然在列。

“从 1949年建院至今，浚县人民医院
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
提硬件、育人才、强内功、扩影响，如今成功
晋级三级综合医院，不仅圆了几代浚医人
的梦想，也树立起医院发展史上新的里程
碑，为浚县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书写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吴宏光表示，下一步，该院将
以争创三级甲等医院为目标，历练“越是艰
险越向前”的韧劲，蓄积“不破楼兰终不还”
的拼劲，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
康,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现贡献更大力量。

作为浚县公立医疗机构的“排头兵”，
浚县人民医院着眼“从全局谋划一域、以
一域服务全局”，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健
康需求为导向，从分级诊疗、医养结合、落
实改善服务行动计划等方面推进服务，不
断提升服务质量内涵，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

为增强诊疗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浚县人民医院秉持“科技强院、人才兴院”
发展思路，大力推进胸痛中心、卒中中心、
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危重新生儿救治中
心、创伤救治中心等“五大中心”建设，在
硬件设施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先后引进医
科达医用直线加速器、西门子 128层螺旋
CT、1.5 超导磁共振、血管造影机、四维彩
超、大C臂、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各种腔镜
等高端医疗设备，可为患者提供全面、快

捷、准确的检测报告和先进的治疗手段，
让当地百姓“大病不出县”的愿景逐步成
为现实。

学科建设是医院持续发展的基础和
驱动力，亦是医院的核心竞争力。近年
来，浚县人民医院以重点学科为龙头、优
势学科为主体，持续加强重点专科建设，
规范“五大中心”建设，促成一系列务实成
果——该院骨科、儿科、神经内科先后被
评为省县级临床重点专科，10 余个骨干
科室优势凸显、技术水平全市领先；卒中
中心、创伤中心、胸痛中心在完成省二级
医院建设标准的前提下，于 2020年 12月
通过省卫健委三级医院标准建设评审；医
院肿瘤放疗中心的投入使用，填补了全县
在肿瘤放射治疗领域的空白；郑州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 ECMO诊疗中心豫北分中心

的正式成立，极大程度提升了基层医院急
危重症患者的诊疗水平和救治能力，将医
院学科水平、服务能力推向了又一全新高
度……

此外，综合县域特点、百姓需求和工作
实际，浚县人民医院不断深化对外合作，加
强与上级医院的交流，先后与北京天坛医
院、北京阜外医院、郑大一附院、省儿童医
院等多家上级医院建立技术协作关系，并
与省人民医院、郑大一附院、省肿瘤医院等
开展远程医疗合作，被授予国家高血压防
治中心、省部共建食管癌国家重点实验室
现场研究基地。2019年，该院通过二级甲
等医院评审，获省卫健委批准成立助理医
师规范化培训基地，首次招录便超额完成
招录计划。与此同时，该院通过开展院校
合作，成为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教学医

院，多层次、全方位提升了科研和教学水
平，为医院学科建设夯实了基础。

为做好基层群众的健康“守门人”，浚
县人民医院强力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建
成了覆盖全县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的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了网络心
电中心、影像会诊中心、区域临床检验中
心、区域病理诊断中心和远程会诊中心的
启动运行，以及检查结果、检验标本、病理
标本、消毒供应材料的周转配送。同时，该
院组织成立了11个党员专家帮扶组，每周
定期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
行技术指导、业务培训、病例会诊。通过

“患者不动，标本动、信息动、专家动”的方
式，使基层患者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县级
医院诊疗服务，实现“少跑路、少花钱、看好
病”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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勠力同心终圆梦 奋楫扬帆启征程
——浚县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三级综合医院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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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发展合力坚持党建引领

护佑百姓健康提升服务能力

谋求跨越式发展优化服务品质

2020年1月30日，浚县人民医院隔离病区党支部成立

2020年6月1日，浚县人民医院启动“护士到家”服务项目

2020年 4月 21日，浚县人民医院组织党员志愿者开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健康义诊活动

2020年 10月 12日，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ECMO
诊疗中心豫北分中心在浚县人民医院挂牌成立

浚县人
民医院医生
为患者开展
手术

国际护士节当天，医院领导为护理人员送上蛋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