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2019年12月，巩义市总医院揭牌。②今年8月，巩义市公立中医院正式开诊。③为群众进行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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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医共体建设
更“紧密”

体制机制有创新

顺利通过国家三级综合医院评审，市人民医院新院区开诊，

连续三年获评“中国竞争力县级医院 100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建设成效显著，形成融入妇幼、中医、疾控，防治管结合，网络化、

连续化、智慧化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全方位

全周期的健康保障……

这十年，是巩义市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发展变化

巨大的十年。在这份满载着县域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成绩

单”背后，是巩义市总医院始终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深入推进

体制机制改革，实干笃行、踔厉奋发，奋力实现跨越发展的铿

锵足迹。

□李倩 白鹏 张艺丹

2021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
三明考察时强调，三明医改体现了人
民至上、敢为人先，其经验值得各地
因地制宜借鉴。这为全国深化医
改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县域医共体建设是推进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分级诊疗制
度的重要举措。医改进入深水
区，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在全国医改学“三明”的实践道路
上，巩义成为河南在推进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建设中的“先进生”“排头兵”。

如何做到“紧密”？巩义以强有力的
体制机制改革配套推进医共体建设，坚持一
体化部署、一盘棋思维，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
设按下“快进键”，县域群众就医的获得感大幅
提升。

一把手推动。巩义市委、市政府将推进县
域医共体建设列为民生实事，坚持高位谋划、
多部门联动，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担任“双组
长”“双主任”的紧密型医共体建设领导小组和
医共体管理委员会。相继出台资金、用地、医
保等方面支持政策 32项，投资 14.7亿元，无偿
划拨土地 9.5 万余平方米，用于建设巩义市人
民医院新院区；市财政拨付 6500 万元用于支
持乡镇卫生院提质升级，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发展实现财政全保障。

七方面统管。2019 年 12月，巩
义市组建由县乡村三级公办医疗
机构全部参与的紧密型医共体，
命名为巩义市总医院，实行行
政、业务、人员、财务、药械、绩
效、信息化“七统一”管理。同
时，将社会办医机构纳入医共
体，进行以医保补偿统一、技术
规范统一、数据标准统一为重点
的集约化管理，形成了县域内“基
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
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

“上联下带”提升能力。为实现“上联三甲
强县级”，巩义市人民医院先后与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
人民医院等医院建立协作关系，安排医务人员
进修学习，并邀请专家坐诊、查房、手术等，与
郑州市中心医院组建医联体。近年来，市人民
医院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肿瘤科、骨科、麻
醉与围术期医学科、儿科 6个专科先后被评为
河南省县级临床重点专科项目，重点专科数量
位居全省县级医院第一，并顺利通过三级
综合医院评审。

切实帮扶医共体基层单位，总医
院实施一系列技术帮扶精准赋能各
级医疗机构，全面带动医疗服务水
平提升，使基层医共体单位“家家
有特色、院院有名医”——

投入 1.5 亿元，对巩义市公
立中医院、站街卫生院、回郭镇
卫生院和芝田卫生院等单位进行
环境改造、设备购置、信息化建设
等软硬件改造升级，基层就医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制定出“一院一特色”发
展规划，成立东西南北 4支巡回医疗队，每
周下基层带教、查房、会诊、手术；下派 10位专
家分别担任医共体成员单位业务院长，帮助基
层提升业务能力及管理水平，累计开展新技术
137项。

建设网越织越密，成效越来越显著。“巩义
市总医院运行近三年来，医共体建设驶入‘快车
道’，县域医疗服务能力跑出‘加速度’，医保基
金得到有效利用，实现从改革前年透支6000余
万元到年度医保基金结余近 3000万元。”巩义
市总医院院长郜炎辉说。

党建强，医院兴。在汛情疫情面前，巩义
市总医院充分发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优越
性，坚持党建引领，全面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

长负责制，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党建与

业务深度融合中促能力作风提升，
不断激发全院党员干部职工在
大战大考中的担当奉献精神和
内生动力。

齐心协力战汛情。在去
年夏季郑州特大暴雨灾害发
生时，总医院党委领导班子第
一时间迅速行动，带领医共体

成员单位干部职工组成70余人的抢险队，第一
时间赶往灾情严重的米河卫生院，紧急转运患
者、家属和医务人员114人次，并帮助米河卫生
院、河洛镇卫生院完成清淤及灾后重建，为受
损严重的卫生院配送急救医疗设备和开展灾
后义诊，保障医共体各成员单位医疗救治能
力，在关键时刻体现出医共体大家庭一条心、
一股劲的团结协作精神。

筑牢疫情防控坚固防线。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巩义市总医院共抽调医务人员15万余
人次完成县域及支援郑州等地核酸检测任务；
派出12名医护人员支援郑州梅河芳邻健康关爱
中心和郑州机场疫情防控；派出检验人员加入

河南核酸检测医疗队，支援海南和四川……巩
医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伟大抗疫精神，为全国抗
疫工作贡献巩义力量。

常态常备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持续提升
核酸检测能力，确保核酸检测结果快速准确，
市人民医院投入705.6万元购置移动PCR方舱
实验室，为企事业单位和群众共检测 500万例
次，最高日检测量80万人次。

提升重大疫情救治能力。传染病医院建
成投用，设置床位 110张，组建专业医疗救治
队伍，提升传染病救治能力和应对公共卫生
事件能力，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
保障。

今年9月，20余名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才通
过“县招乡用”正式入职巩义市总医院，经过岗前
培训后他们将前往各乡镇卫生院开展长期的医
疗服务。

招人难、留人难，一直是基层医疗机构面
临的困境。巩义市总医院探索出“县招乡用”
人才管理机制，保障招聘人才“身份在县、工作
在乡”，解除人才后顾之忧，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注入活力。

这只是巩义市总医院打破人才、信息、管
理壁垒的一个缩影。创新人才机制、打通医共

体内信息平台、实现群众看病一卡通、建
立远程资源共享体系……全方位的

体制机制改革打破了人才、信息、
管理壁垒，推动着医院走向高质
量发展。

建 立 全 民 信 息 健 康 平

台。总医院累计投入 6500多万元，建成覆盖
各成员单位及辖区村卫生室的全民健康信息
平台，横向打通医疗、医保、公卫等系统，纵向
贯通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实现健康信息互联
互通、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群众看病一卡通，避
免重复检查，减轻就医负担。同时，为乡镇卫
生院、村卫生室及民营医疗机构免费配置 450
多台远程医疗设备，用信息化推动总医院高质
量发展。

十大中心资源共享。建成远程会诊、远程
心电、远程超声、远程血糖、远程血压、远程影
像、远程胎心、区域检验病理、消毒供应、调度
中心十大医疗服务中心，实现全市医疗机构资
源共享、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两年来，约 60万
余人次在家门口得到市医院专家的诊治，节省
医疗费用及其他费用超1亿元。

为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市人民医

院于2021年 3月开通互联网医院，实现网上挂
号、视频问诊、预约化验检查、购药及药物配送
到家等服务，患者足不出户便能享受到便捷的
医疗服务。

持续做好全科医生培养工作。2017年巩
义市人民医院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成立，源
源不断往基层单位输送优秀的全科医生人才，
目前已培养学员 146人，结业 76人，2021年培
训结业考核通过率100%。

实施百村行动，为慢病患者保驾护航。市
人民医院慢病中心对医共体内所有行政村进
行管理全覆盖，组建县乡村三级家庭签约团
队，为疑难慢病患者、孤寡老人、困难人口开展
市级专家会诊签约服务，真正实现县乡村三级
联动、服务群众零距离，把慢病健康管理完全
融入家庭医生的日常诊疗活动中，真正做到医
者能防、防者能医、医防一体。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站在新
的起点，巩义市总医院积极落实新时期卫生健
康工作方针，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建立

“六大体系”促进医防大融合，让群众少生病、不
生病，提高县域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巩义市总医院医共体由市人民医院、市公
立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15家乡镇卫生院和310家村卫生室组成，辐

射县域 78万人口、辖区 1043 平方公里。
围绕老年人、孕产妇、婴幼儿等人群健

康需求，打造出急救体系、慢病管
理体系、中医药发展体系、医养结
合体系、妇幼保健体系、健康促
进体系，六大体系为县域群众
提供安全高效、优质连续、覆
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

医生每周 2次查房、护士
每天24小时值班，房间内安装
有空调、电视以及一键呼叫等各

种适老化设施……成立于去年12
月的巩义市公立中医院医养结合中

心，如今成为当地老人们舒心安心放心
的养老居住选择。
“一老一小”事关民生大事。秉承医、养、

康、护四位一体的服务理念，巩义市总医院医
共体下形成“县乡村三级医养照护体系”，在市
公立中医院设立医养中心、乡镇卫生院成立医
养康复中心、村卫生室建立日间照料中心，为
失能、半失能和无人照顾的老年人提供医养康
复服务。

一站式服务护佑妇儿健康。建立县乡村
三级妇幼保健体系，为全市育龄女性提供备
孕、孕期、产后无缝隙健康管理，建立家化产
房、产后护理中心、托育中心，让家庭生孩子养
孩子不再成为负担，并为婴幼儿成长提供体格
检查、疾病筛查、营养干预等一站式健康服务。

中医药发展迈上新台阶。今年 8月 6日，
巩义市公立中医院正式开诊，立足于中医药传
承发展和打造中医特色专科，新成立的公立中
医院将成为中西医结合诊治保健的全新平台。

如今，河洛大地飘溢着中草药芳香。邀请
国家级、省级名中医定期坐诊，连续举办中医
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持续开展“西学中”，开
展巩义市十大名中医镇镇行……一系列丰富
多样的中医药特色传承活动得以开展，中医药
资源再下沉，巩义初步形成了“县有国医堂，镇
有中医馆，村有中医角”的中医药发展体系。

打造覆盖县乡村的15分钟急救圈。启用巩

义市东部、南部、西部、北部四家卫生院的急救
站，与市人民医院和公立中医院急救站联动，形
成了县乡村15分钟急救圈，同步启动胸痛、卒中、
创伤等五大中心基层救治单元，至今已在基层开
展静脉溶栓85例。建立“一键启动”急救机制，应
用5G技术，打造“上车即住院”的急救新模式，一
年来，在基层救治急危重症患者达3000余人次，
进一步缩短抢救时间，提高救治成功率。

健康科普深入基层。树立“每个人都是自
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理念，近年来陆续培养
县、乡、村 500多名科普专家，每年开展 100多
场健康科普进机关、学校、社区、乡村巡讲活
动；制作 720多个健康科普音视频，在门诊、病
房、手术室外电视循环展播，受益群众百万人
次；连续 12年举办巩义市健康文化节，传播健
康科普知识，累计受益30万人次，并获评2021
年“全国科普日优秀特色活动”。

建立慢病管理体系。总医院组建324个包
含村医、乡医、县医（含中医、妇幼）、疾控等专
业人员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建立慢病管
理中心，为全市 78万居民建立电子健康档案，
实现医疗、公卫信息互通共享，提升慢病管理
质量和效率。2021年，已管理慢病患者12.2万
名，基层慢病管理率达70%以上。

筑牢群众生命健康防线党建引领聚合力

用心实践三明医改 全力守护群众健康
——巩义市总医院改革发展综述

六大体系全面提升服务能力医防融合更深入

高质量建设，大踏步迈进。巩义市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建设取得显著成效：2021年，巩义
市县域就诊率达99.37%，县外住院率同比下降
10%，县域外医保基金支出低于全省11个百分
点；市人民医院成功晋级为三级综合医院，三、

四级手术占比50.18%；妇幼保健院晋级为二级
医院；基层患者满意度达 90.21%，同比增长
7.59%，真正实现了百姓得实惠、医院得发展、
医改可持续、政府得民心的目标。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巩义市总医院党

委书记乔来军表示，将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进一步提升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水
平，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转变，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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