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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本栏目将邀请
成都22个区（市）县卫计部
门的管理者，让他们走到
老百姓的面前，从各自区
域内的特点出发，探索怎
么让市民在建设健康城市
的过程中真正受益。

通过每位区市县管理
者的讲述，老百姓能够直
观地了解在各自辖区内，

可以享受到怎样的就医体
验，以及哪些更高水平的
健康服务。

本次“局长论健”大
型 公 益 活 动 还 将 全 方
位 、多 角 度 呈 现 卫 计 部
门 改 善 民 生 的 工 作 成
果，展示公立医院管理、
运行、发展的新模式和新
水 平 ，展 现 医 疗 特 色 服

务，增强市民的医疗健康
服务获得感。

此次报道还将通过报
纸、新媒体等渠道进行多
元化呈现，并在“成都商报
四川名医”微信公众号、

“健康成都”微信公众号、
成都商报客户端等平台进
行陆续展示。

成都商报记者 李惠

区域医疗“掌舵者”亮招
助力“健康成都”发展

“健康成都·幸福蓉城”，
这是一座城市的奋斗目标。在
成都的22个区（市）县，每个区
（市）县医疗卫生的“掌舵者”
纷纷亮招，来提升辖区居民的
医疗服务的获得感，共同构架
全域成都的“健康版图”。

在新医改的背景下，作
为区（市）县医疗卫生的“掌

舵者”需要交出一份新的答
卷：当分级诊疗在推进，如何
将患者留在基层医院，如何
改善老百姓的就医体验；当
智慧医疗的时代已降临，如
何开展信息化的建设，让“信
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路”？当
大健康理念已响亮提出，如
何促进群众建立健康生活方

式，普及疾病预防的知识？
在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的指导下，成都商
报四川名医联合成都市卫生
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中心共
同推出“局长论健”大型公益
主题活动，通过各个区县卫
计“掌舵者”访谈的形式，展
现区域医疗健康的亮点。

2018 年上半年，成都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全面深化具有成都特
色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提升医疗服务供给能力，
加快建设“健康成都”，为
成都高质量建设全面体
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贡
献健康力量。

而健康成都的发展离
不开成都区（市）县的共同
努力，为加快建设“健康成
都”的步伐，22个区（市）县
也就区域内的不同的地域
特点，“量身打造”造福老
百姓的健康服务，可谓是
百花齐放。

在成都市卫生和计

划生育宣教中心的演播
室 ，我 们 已 经 邀 请 成 都
22 个区（市）县卫计部门
的 管 理 者 走 上 荧 屏 ，通
过 访 谈 视 频 亮 出 妙 招 ，
展 现 卫 计 工 作 的 亮 点 ，
供 大 家 相 互 取 经 ，共 同
助力“健康成都·幸福蓉
城”的打造。

区市县22位卫计部门“掌舵者”
亮相荧屏PK成绩

辖区居民可享哪些服务
局长们来给你讲

这里这里，，是生态之城是生态之城：“：“小城大景小城大景，，诗意蒲江诗意蒲江”，”，5050..0505 %%的森林覆盖率的森林覆盖率，，使蒲江县赢得了使蒲江县赢得了““绿色蒲绿色蒲
江江··天然氧吧天然氧吧””之誉之誉，，将全国首批将全国首批““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县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县””的称号纳入怀中的称号纳入怀中。。

这里这里，，是宜居之城是宜居之城：“：“离城市不远离城市不远，，离自然很近离自然很近”，”，在蒲江城乡的青山绿水间在蒲江城乡的青山绿水间，，处处点缀着健身处处点缀着健身
绿道绿道、、健身广场健身广场、、健康小屋健康小屋、、卫生服务机构等卫生服务机构等，，让每位居民都能共享让每位居民都能共享““1515分钟健康圈分钟健康圈”。”。

这里这里，，是健康之城是健康之城：“：“郡县治郡县治，，天下安天下安”，”，作为国家卫生计生委授予的作为国家卫生计生委授予的““全国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全国慢病综合防控示范
区区”，”，蒲江打造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蒲江打造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闭环健康管理闭环””模式模式：：一边是一边是““专科专科++全科全科””的家庭医生团队的家庭医生团队
日常照顾居民小病小痛日常照顾居民小病小痛，，另一边则是依托受到全国媒体关注的另一边则是依托受到全国媒体关注的““成都市三医院成都市三医院--蒲江医联体蒲江医联体””新新
模式模式，，让大病居民足不出县就能获得满意的诊疗让大病居民足不出县就能获得满意的诊疗，，县域内就诊率达到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393..0606%%。。

病有所医 /
461家医疗机构形成“健康保障”
这座城有了安居乐业的底气

温江区提出“学到温江、健康到
温江、舒适到温江”三大民生品牌的
打造。温江已实现五大医联体的构
架，部属、省属、市属、区属大型医院
在这里相互补充，与172家基层医疗
机构形成分级医疗网络，为区域内
的百姓提供多样化的就医选择，给
予“健康到温江”的医疗保障。

部属三甲医院华西医院温江院
区有着全球顶尖的肺癌中心。省属
医院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
康复医院）是大学康复医疗机构，也
是中国西部辅具区域性资源中心；
正在建设的四川省精神医学中心隶
属省人民医院，推进了精神疾病“精
准医疗”的建设。市属三甲医院成都
市第五人民医院以微创技术和老年
病综合治疗为特色，是成都西部区
域的医疗中心。区属温江区人民医
院积极开展国际学术合作，与美国
联合建立“国际肿瘤研究所”，让温
江成为成都市第一个开展肿瘤放疗
中美合作的区县。

这份规划，给予温江安居乐业的底
气。“现有医疗机构461家，到2020年，
通过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调整和优
化配置，形成体系完整、布局合理、结构
优化、密切协作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智慧医疗 /
建设“没有围墙的医院”
形成人口健康信息的“温江标准”

温江卫计局局长袁晓玲计划用
三年时间让这一切变成现实。

每一名在温江区医疗机构就诊
的患者将拥有电子健康档案，记录病
史和健康状况。而在同级医疗机构之
间，患者的检查结果互认、互享，减少
重复检查的费用。

建设覆盖全区的智慧医疗平台，
让全区300多家医疗机构成为“没有
围墙的医院”，实现数据的共享和业
务协作，构建以云计算、互联网+人
口、医疗、卫生服务大数据为基础的
人口健康信息化“温江标准”和应用
模式并非易事。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温江卫计局用一年多的时间，奔赴全
国多地考察取经，组织近百名专家进
行论证，形成一份完整的项目报告。

袁晓玲称，一旦建成，温江将
成为四川首个建立智慧医疗平台
的区县。

老有所养 /
天蓝地绿亲水之城
“医养结合”的“夕阳美景”

温江区委书记王道明介绍，以成
温邛高速为带，温江分为“南城和北
林”，“南城”为城市集中发展区，提供
优质医疗服务；“北林”将打造167平
方公里的生态园林博览园，形成西成
都大体量的“生态绿肺”。这样的天蓝
地绿亲水之城，让不少人选择到温江
养老。为此，温江卫计局大力推进“医
养结合”工作：以居家养老、社区养老
和专业养老为主，让医疗机构的医护
人员提供精准的医疗服务，形成独有
的温江“医养模式”。在温江不少社
区，已经建立“老年托养所”，社区里的
老年人可实现“白天入托享受照料，晚
上回家享受家庭生活”的晚年生活。同
时，温江卫计局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家庭医生团队来动态管理老年人
的健康，如遇重大疾病，可通过医联体
的绿色通道转向上级医院治疗。

成都商报记者 蓝岚 李培洋

打造“没有围墙的医院”
建立智慧医疗平台

健康到温江

蒲江模式：
医联体联出的

“健康管理闭环”

对于慢病患者来说，药物是不
可或缺的必需品，就近开药则是多
数居民签约家庭医生、到基层医疗
机构就诊的主要诉求。然而，在家门
口的基层医疗机构开不到需要的药
物，却一度是蒲江居民的烦恼。

我国从2010年起实施基本药物
制度，基本药物是指能够满足基本
医疗卫生需求的药品，其主要特征
是安全、必需、有效、价廉。2014 年
起，国家卫计委允许基层医疗机构

“配备一定数量或比例非基本药

品”，我省对这一比例的规定不超过
40%。但随着医联体的推广，许多患
者带着大医院医生开具的非基药处
方回到基层，却发现无法拿到药，不
得不舍近求远回到上级医院去挂号
开药。

有效的常见病药物种类成百上
千，如何利用好40%的非基药配额，
选择哪些药物进入基层医疗机构的
配备目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
为了最大程度地方便居民，蒲江县
在医联体内部多次组织专家，以县

医院门特患者常用药为蓝本，统一
制定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脑
卒中4个病种相关的用药目录，并为
全县基层医疗机构精心选择了51种
常用慢病药物配备，力求最大限度
地让慢病患者享受到方便和实惠。

蒲江县这个非基药“独家目录”
推广2年以来，在县内慢病居民中获
得了很高的满意度，还吸引了成都
多个区县来“取经”推广。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图片由蒲江县卫计局提供

作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
范区，“健康生活方式”理念在蒲江
县居民的生活环境中随处可见。当
地地形以丘陵和坝区为主，湖泊山
峦交错，山水相融，幽静清凉，利用
这样优越的生态环境，蒲江县规划
建造了多条健身绿道，根据城乡规
划设立基层医疗机构和村卫生室，
并大量打造全民健康体育中心、社
区（乡镇）活动室，让多数群众步行
15分钟就能享受到安全、有效、价

廉、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步行15
分钟就有体育设施、健身场所，打
造出便捷的“15分钟健康圈”。

除了进社区开展群众健身活
动、健康大讲堂等科普行动之外，
蒲江还在公共控烟上率先行动，积
极开展无烟单位创建及烟草流行
调查工作，引导居民健康生活。截
至目前，蒲江县无烟医疗卫生机构
覆盖率 100%，创建卫生系统外无
烟单位37家。

时光倒退到三年前，蒲江
县鹤山镇的居民老周每年都要
多次带着93岁的母亲奔波在
相距八十多公里的成都与蒲江
之间看病，老太太患有高血压、
冠心病、帕金森等慢性疾病，病
情稍有波动，全家人跑大医院
就医，已经成了日常家庭生活
的一部分。早上7点出门，晚上
才能回家，如果遇到有检验检
查当天拿不到结果，还得在成
都市区找旅店住。“为什么要这
么辛苦跑成都？还不是为了大
医院才放心，蒲江哪个医院行
啊？”老周也很无奈。

直到三年前，老周才结束
了这样长途奔波的烦恼，一个
健康管理的“闭环”，终于帮助
他把母亲妥帖地照顾了起来，
第一次让全家人都放了心。在
家门口的蒲江县鹤山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定期上门
来看诊，并随时将老太太的情
况通过网络传给蒲江县人民医
院心内科、神经内科的专家，专
家和家庭医生一起商讨用药方
案。偶尔老太太病情加重需要

住院时，蒲江县人民医院又通
过远程系统把检查片子提交成
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专家，由
上级医院专家指导治疗，鼠标
点一点，就帮老周省下了原来
往返奔波的那份辛苦。

2015年，在县委县政府的
直接领导下，“成都市第三人
民医院-蒲江医疗联合体”的
成立，和“专科+全科”家庭医
生团队服务模式的出现，让像
老周这样的蒲江居民开始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真正的“闭
环”健康管理服务。

所谓“健康管理闭环”，指在
乡镇（社区）、县、市三级医疗机
构内部提供的医疗服务，上下转
诊线路构成一个闭合环，依托
基层医疗机构的“转诊病房”、
县医院的“转接诊中转病区”、
市三医院的“24 小时服务中
心”，患者可以实现“院际科间”
快捷、精准转诊，不需要走出医
联体便能享受到医疗资源整合
所带来的便捷、高效的服务。

自从2015年蒲江县提出以
“医联体”作为平台，打造“健康

管理闭合环”以来，一开始便着
眼在为居民提供全生命周期的
健康管理，并首创县医院专科医
生直接一对一加盟全县14个家
庭医生签约工作室的服务模式，
根据签约居民病情选择专家直
管、家庭医生协管相结合，打通
慢病病人就诊绿色通道，保障了
上转慢病患者的及时治疗和下
沉患者的延续性治疗。

从去年起，蒲江县的“健康
管理闭环”模式就因独创性和
运行高效，开始吸引全市乃至
全国医疗界的关注。去年7月，
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在内
的全国40多家媒体来到蒲江，
实地调研“成都市三医院-蒲江
县医联体”，称赞医联体内采取
的“诊疗同质化”举措，对提高
基层服务能力、提升居民就医
信任度起到了明显推动作用。

据统计，蒲江县人民医院
总诊疗人次从 2010 年的 18.7
万人次增加到 2017 年的 37.1
万人次，增长近100%，近几年
蒲江居民在县域内就诊率持
续稳定在93%左右。

健康管理“闭合环”：
专家加盟家庭医生团队 打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

小服务 大创新：
“基药目录”如何扩展？多个区县都来蒲江取经

全国慢病防控示范区：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医疗触手可及A

温江温江，，三河两湖环绕三河两湖环绕，，南城北林的南城北林的
城市空间格局城市空间格局，，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理念宜业宜居宜游的新中心城区理念宜业宜居宜游的新中心城区。。这这
既是一幅大美画卷既是一幅大美画卷，，也是一份考卷也是一份考卷。。对对
于温江卫生与计划生育局而言于温江卫生与计划生育局而言，，这是这是
一道关乎百姓生命质量的考题一道关乎百姓生命质量的考题。。

如何落实温江三大民生品牌之如何落实温江三大民生品牌之
一一““健康到温江健康到温江”？“”？“我们做得好不好我们做得好不好，，
拿数据来说话拿数据来说话！”！”温江卫计局局长袁温江卫计局局长袁
晓玲掷地有声晓玲掷地有声。。

B

C

温江区妇幼保健院组织慰问关爱柳城全日居养老中心的老人

蒲江县人民医院开展ICU床旁血透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田间

家庭医生团队入户开展慢病随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