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戈萍 美编 叶燕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红星新闻、@成都商报 官方网站 www.cdsb.com 报料及服务监督电话 028-86612222

11 2021年8月17日 星期二特别报道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国考取佳绩 聚力“五个医院建设”

最新年度“国考”——全
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成
绩张榜，成都市第五人民医
院成为榜上焦点：以总分
726.3分的成绩，位列全国
第176位，较2018年提升
49位，在成都市级医院里排
名第一。

作为成都西部区域医疗
中心、城西医联体牵头单位，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以下
称“市五医院”）在党委书记
雷建国“快半步”的决策指引
下，收获一张水到渠成的成
绩单；如今“十四五”规划伊
始，院方迈入既定布局，在
“五个医院建设”的前进道路
上稳扎稳打；同时推进老年
医学、肿瘤学两个重点专科
发展，冲刺国内知名专科排
行榜；以科研作抓手，助推医
院高质量发展。

周莉华教授是老年医学科的学
科建设带头人，对科室在医疗技术
及科研方面的发展有明确规划。她
指出，引进高学历人才加快学科综
合实力提升，是当下科室重点任务
之一。

她表示，在科研方面确实感受
到了一些压力，通过引进高学历人
才、发表高质量科研论文能为临床
科研注入活力。“目前我们已经有
明确的研究方向。”周莉华说，当下
科室确定了老年共病合并老年综
合征的多学科诊疗模式、老年围术
期的多学科综合管理以及老年认
知功能三大研究方向，每个研究方
向下技术病种和科研都有既定要
完成的目标任务。从2015年老年医
学科正式成立以来，科室已经向省
卫健委、省医学会、成都市科技局
积极申报了数十项课题，目前在研
课题近十项。

肿瘤学科的何朗教授对科研
成果转化的重要性深有感触，他
表示要建设高质量高水平重点专
科，高质量践行“五个医院建设”，
吸引优质人才到来并留下，是科
室带头人必须要去突破的瓶颈。
在院领导和学科集群的推动下，

“我们也初步展示了学科群所体
现出来的学术活力，我觉得这是
一个很好的信号。”他介绍，如今
以学科集群代替单个专科，肿瘤
专科领衔兄弟科室共同群策群
力，给优质青年人才提供平台发
挥才能，是值得持之以恒坚守的
学科建设之道。

神经外科作为医院的特色科
室，其学科建设带头人罗霜教授
认为，学科建设成果和病人的选
择是相辅相成的。学科建设的过
程是一个有压力的过程，这个压
力主要来源于科研方面。所幸罗

霜教授带领科室找到突破口，将
“给病人解决问题”化为驱动力，
“不论是科研还是学科发展，如果
不能最终落脚到给病人解决问题
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为此，神
经外科建立了神经解剖实验室和
自己的标本库，结合医院即将投
入使用的医学转化中心，给医生
的业务训练、科研思维培养创造
了充分的条件。

从1938年建院以来，市五医院
一直在用实际行动为“奋斗”释义，
凝心聚力谋发展下，未来蓝图已清
晰勾绘。周政院长指出，接下来，就
是要全院上下协同一心，着力“五
个医院建设”，坚定信念，鼓足干
劲，延续奋斗精神，共同助推医院
高质量发展。

江瑾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作为一家镇守城西有着83年历史的
老牌三甲综合医院，市五医院辐射郫都、
大邑、邛崃、崇州等区市县500万人口，历
经一代又一代医务人员的奋斗，如今正
朝着“百年名院”的目标迈进。市五医院
院长周政指出，一路走来，医院发展潮起
潮伏，值得骄傲的是，“国考”评分对大家
的努力作出了满意的答复。

“十四五”规划年，市五医院迈入了
既定征程。

2020年，素来坚持“快半步”战略性
决策的雷建国书记提出了极具开创性的

“五个医院建设”策略——要将医院建设
成为价值医疗型医院、创新型医院、智慧
型医院、精益型医院和有温度的医院，以
此作为医院高质量发展的统领和抓手。
其中，价值医疗是主线，创新是驱动力，
走的是医教研产协同发展的道路，根本

目的是提高和实现患者和医护人员的
“双满意”。

在五个维度建设目标中，周院长认
为挑战最大的是“价值医疗型医院”的建
设。他解释，价值医疗型医院建设的涉及
面非常广，它除了需要从费用、就医体验
等多方面为病人提供更高性价比的医疗
服务，还要让治疗效果得到展现，“它是

‘五个医院建设’的引领，也是其他四个
医院建设的最终目标和归集点”。

“国考”成绩打了一剂强心针，“但
我们也意识到医院还有很多不足。”周
院长说，更远一点看，经过“五个医院
建设”到百年院庆时，“我们希望能建
设多个国家级的重点专科，其次要聚
集高端人才，人才+专科双引擎驱动发
展；医疗技术能引领区域发展，在西部
地区树立好口碑。”

2021年，市五医院老年医学、肿
瘤学两个科室均立项为成都市高水
平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冲刺国
内知名专科排行榜。

“作为医院发展的主责科室，
我们对这两个专科的职能部门下
达了年度指标，定质定量到医疗、
质量、科研、管理等多方面。”周院
长对两个科室做了进一步介绍，老
年医学科已有多年沉淀，在人才和
科室建设方面都有一定积累，具备
打造重点专科的坚实基础；另一方
面，人口老龄化加深合并医疗缺口
不断扩大等现实因素，选择老年医
学科作为重点建设方向，也符合政
府要求。

另一个瞄准目标——肿瘤学
科，专门对付严重威胁健康的肿
瘤疾病。市五医院将肿瘤相关的
内科、放疗、影像等学科纳入整体
管理，以一体化的策略为肿瘤患
者提供连续医疗服务。“同时，除
了学科自身发展，我们还要求这
两个主责学科能够引领学科群，
带动专科整体提升，比如通过肿
瘤学科来引领胸外科、骨外科、泌
尿外科以及相关类似科室建设，
助推影像科、放射科、病理科等医
技科室走上快速发展道路。”在落
实健康成都目标上，市五医院还
将单纯的医疗行为延伸到医疗服
务上，提供从预防到早筛再到治

疗及后期肿瘤病人管理的全生命
周期精准服务。

“两个主责科室都是一样的目
标要求，第一个是要建成国家级领
域重点专科；另一个就是实现在行
业权威榜单上的排名上升，比如科
技量值专业排行榜单进入百位或复
旦排行榜西南区域声誉排行榜进入
前五等。”

科室发展，科研和人才是驱动。
周院长指出，医院编制的“十四五”
战略对重点科室科研发展有明确规
划；接下来，市五医院的医学研究与
转化中心将迅速投入使用，医院在
规章制度等方面也给科研人员争取
到更大自主权。

奋斗宣言：
凝凝心聚力谋发心聚力谋发
展展，，携手并肩勇携手并肩勇
向前向前，，鼓足干劲鼓足干劲
为医院高为医院高质量质量
发展做贡发展做贡献献

初衷：
三大中心齐头并进
打造“黄金一小时生命救治圈”

三大中心，指的是市七医院着力
建设的“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
伤中心”，整合成为服务于危急重症患
者的“危急重症中心”。

众所周知，急性心肌梗死、严重的
创伤、脑卒中等这类疾病，具有起病
急、病情危重、病死率和致残率高等特
点。例如对脑卒中患者来说，1分钟就
可能死亡200万个脑细胞，时间就是生
命。

市七医院天府院区投入运行前，
周围的医疗资源以区级医院和社区医
疗为主。“人民群众一旦突发危急重症

疾病，区级医院和社区医疗就只能建
议家属把患者转诊到距离较远的三级
甲等综合医院，一些危急重症患者在
辗转之中错过最佳救治时机。”市七医
院创伤中心医疗总监周振科说，天府
院区位于城市南端，周围以各种企业、
厂房、工地居多。

“很多时候，工地上的工人仅仅因
为脾破裂这样一个意外，由于没有及
时得到救治，引发腹腔内大出血而丧
命，这样太可惜了。”周振科连连叹气，
其实只需要及时切除脾脏就能挽回一
条宝贵的生命。

成都市卫健委在“十四五”期间，
把打造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使优质医疗资源在城市东南西北做到
区域均衡，作为重点工程之一。在成都
市实施“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
城市发展战略背景下，市七医院天府

院区投入使用，让南大门的人民群众
共享到“南拓”带来的发展成果。

目前，市七医院天府院区作为天
府新区唯一一家市级三级甲等公立医
院，也是该区域唯一一家被纳入成都
市卒中急救地图的市级医院，在打造

“黄金一小时生命救治圈”中的地位非
常关键。

建设：
百万年薪招揽人才、投入多台高
端医疗设备
全力以赴建标准化危急重症中心

市七医院医务部部长江英强介
绍，三大中心建设的核心，一是绿色快
速通道的建设，二是疑难危重患者救
治能力的提升。

首先，医院从组织架构入手，明确三
大中心建设作为医院第三阶段发展的重
点项目，并确定为“一把手”工程。中心主
任均由院长或业务院长担任，加强统筹
规划，明确组织架构与人员配置。

其次是建设危急重症患者绿色快
速通道。在没有建立三大中心前，120
救护车把危急重症患者送到医院后需
先送入急诊科，急诊科根据情况再调
度心内科、胸外科、神经外科、神经内
科、介入科等科室医生进行会诊，然后
再进行相应检查，最后才送入手术室
手术，程序比较繁杂，效率总体不高。

现在规范三大中心与危急重症中
心患者救治流程，对于这类跟死神争
夺时间的疾病，医院践行上车即入院
的理念，把院内的优质医疗资源送到
最急需的患者身边。120出车到现场，就
相当于把一个小型医院搬到现场了。
救护车上第一时间对疾病进行初步的
院前诊断，通过车载5G系统，实时传递
讯息到智慧大平台，实现与院内的无
缝衔接。患者需要哪些团队，哪些团队
就提前待命，做好患者救治需要的一
切准备。患者全程走绿色快速通道，极
大缩短患者救治流程所需的时间。

为提升医院救治危急重症患者的
能力，医院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
从事业编制、绩效评价、评先评优等方
面向三大中心等危急重症救治相关专
业倾斜。医院现有博士、博士后10余
人，今年计划再引进10人，作为学科带
头人后备军。“只要你有能力，能够带
起一个团队，带动学科的发展，医院愿
为个人量身制定薪酬，百万年薪也是
可以的。”医务部部长江英强说。

“除了人才，我们也加大高端医疗
设备等硬件投入。光是DSA数字减影
血管造影系统，医院就配备了4套，再
加上配套设施，搞下来基本1个亿。”江
英强介绍，目前医院三期工程大概投
入7亿元，主要以三大中心的建设为主。

未来：
以学科集群带动医院发展
争做成都市级医院排头兵

市七医院从1950年建院以来，一
共走过了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皆是基
于医院功能定位提出。

天府院区投运前，医院地处市中
心新南门，周边患者以肿瘤性疾病居
多，采取“大专科、小综合”发展模式，
促进肿瘤性疾病救治能力提升。天府
院区投运后，救治病种广度急速增加，
采取“大综合、小专科”发展模式，满足
区域群众的就医需求。晋升三级甲等
医院后，医院功能定位发生改变，除普
通疾病患者的收治外，还要强调危急
重症救治能力。

接下来，医院步入了第三个发展
阶段：建设胸痛、卒中、创伤和危急重
症救治中心，以学科集群带动医院发
展。推进三大中心、危急重症中心建
设，每个中心都充分发挥了多学科诊
疗模式的优势。对这些学科集群的再
造，标志着市七医院在创建一流三级
甲等综合医院方面进入“快车道”。

同时，由于市七医院地处城市南
端的特殊地理位置，借助三大中心与
危急重症中心的建设，完善区域内胸
痛、卒中疾病筛查与防治服务协作网，
通过充分利用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双
向转诊、医联体合作等方式，能够对成
都市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建设起到
优化布局和区域均衡效果。

市七医院副院长李昌林提出，市
七医院将以践行初心、护卫健康的精
神，继续走好以学科集群带动医院综
合实力发展的模式，争创成都市三级
甲等医院的排头兵，为人民群众提供
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倪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实现“价值医疗型”
是“5个医院建设”最终归集点

两个重点专科
冲刺国内知名专科排行榜

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学科带头人：
科研是科室发展重头戏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三大中心”齐头并进

守护城市南大门“危急重症患者”

两年前的5月28日，成
都市第七人民医院天府院区
正式投入使用。

作为当时天府新区建设
配套唯一一家三级公立医
院，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天
府院区的开诊，对成都南部
片区乃至邻近的仁寿、彭山
等地的群众来说，意味着可
以就近享受优质医疗资源。

此前成都市第七人民医
院（以下简称“市七医院”）已
经走过“小综合、大专科”和
“大综合、小专科”两个发展
阶段，随着医院晋升为三级
甲等综合医院，功能定位发
生变化，目前市七医院步入
发展第三阶段：三大中心与
危急重症中心建设。

市七医院以打造危急重
症中心为抓手，来提升护卫
人民群众健康的能力。

奋斗宣言：
践行践行初心初心
护卫健康护卫健康

争创一流市级争创一流市级
三甲三甲医院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