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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融合：
整合资源探索新型养老模式

“医养融合主要是将养老资源与医
疗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形成新型养老模
式，以更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与医疗需
求，同时为拓展基层卫生医疗机构业务
范围做出积极有益探索”，天府新区成都
管委会基层治理和社会事业局副局长穆
永涛说。

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将健康服
务业发展纳入新区卫生事业规划，充分
利用大部制下一个局统筹管理医疗卫
生、民政福利、劳动保障的制度优势，积
极探索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融合新模
式，创新尝试让基层医疗机构托管地方
敬老院管理。

2017年初，天府新区正式启动医养融
合改革试点工作，有效整合养老机构和医
疗机构的相关功能，探索出一条“以医融
养、以养融医、医养融合、共建共享”的新
路径，新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下一步将加
强卫生、民政、医保、项目引进之间的联动
协调，全力推进医养融合发展。

初见成效：
实现养老医疗新服务

2017年初，确定了天府新区新兴卫生院
作为“医养融合”试点单位，正式启动医养融
合改革试点工作。“新兴卫生院与新兴街道签
订托管协议，由卫生院副院长兼任敬老院院
长”，穆永涛副局长介绍，卫生院派驻行政管
理人员、财务、护工、厨师等协助敬老院进行
日常运营管理，敬老院更有助于老人的健康。

在敬老院，每周会安排医护人员定期
进行医疗大查房，而护工每天定时护理小
查房，为所有入驻的老人建立健康档案，
并从日常饮食、生活习惯等方面为老人提
供合适的建议。

通过一年多的努力，敬老院医养融合
的新举措初见成效，初步实现了“一升一
降”的成效：“一升”即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明显提升，“一降”是指敬老院就诊次数的
降低。老人住院人次从2016年的92人次下
降到2017年的15人次，平均医疗费用从
3000元/人次下降到2500元/人次，敬老院
老人及家属的满意度提升到97%。

初步实现医养融合，为养老院提供了

基础的医疗卫生服务，那如何保证医生是
否能贴心地为老人服务呢？天府新区今年
推出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就派上用场了。

扫码识人：
搭建信息化管理新平台

通过一个小小的二维码，就能了解你面
前这位医生的职业评价，还可以了解医生是
否有不良执业行为，还有这种操作？这一幕，
就出现在天府新区辖区内医院的诊室里。

今年天府新区制定了《医师不良执业
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

“《办法》”），上面描述的“扫码识人”的操
作，就是内容之一。据介绍，通过这个管理
办法和不良行为记分电子平台，新区在强
化行业监管上突出了医风医德考核评价，
并与医师定期考核等结果挂钩。医师信息
的全面公示，一方面促使医疗机构诚信经
营，公平竞争，不敢通过包装“名医”等虚
假宣传方式误导群众就医；另一方面督促
医师提高医务水平，重视医风医德，不敢
超范围执业、超资质行医；方便群众更加
可靠地审视、评价医师，做到“清清楚楚择

医、明明白白看病”。
据了解，这套《办法》主要从以下两个

维度对医师行为进行规范：
不良行为记分：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医

疗机构通过日常检查、群众投诉等方式落实医
师不良行为之后，可登录医师诚信体系信息平
台中本单位所属账户，直接选择对医师不良行
为进行记分。也可通过生成督促记分通知书，
督促医疗机构对相关人员进行核查、记分。

制定战略：
瞄准“三业”促进提升

哪三业？事业、行业和产业。天府新区基
层治理与社会事业局穆永涛副局长表示，任
何改革创新举措，最终目的都是为天府新区
的居民以及来新区工作的人们提供更优质、
更全面的医疗卫生服务。今年2月，习近平总
书记来新区视察，为天府新区指明了建设宜
居宜城“公园城市”的发展方向。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才从全国乃至全世
界汇集到新区生活工作。随着辖区内人口
和企业的增多，对基础医疗卫生保障的，公
共卫生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
基础上，新区明确了规划事业，创新行业、
发展产业的整体卫生大健康发展思路。

为了实现“三业”的发展，天府新区规划
了“四步走”战略：

第一步，抓建设和布局，一方面不断引进
优秀的医疗项目，另一方面也需要提升本区域
内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

第二步，抓改革创新，不断探索发现新
的发展路子，比如建立从省人民医院到村卫
生站的“四位一体”的医联体，打造医养融合
的新型医疗服务机构，实现本区域内的医疗
服务能力的提升；

第三步，抓运行管理，优化管理充分挖
掘现有的医疗机构的潜力，实现资源整合，
效率提升；

第四步，抓优质服务。从转变医务人员
的精神面貌着手，综合构筑诚信服务体系，
督促服务能力提升。

在不断谋取自身改革创新发展的基础
上，在建设公园城市的道路上为天府新区老
百姓提供更优质、更全面的医疗卫生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 图由天府新区
成都管委会基层治理和社会事业局提供

临终关怀科护理组长
提名“大美医者”候选者

为满足更多失能失智老年患者的就
医需求，早在2013年，成都市第八人民医
院（下称“市八医院”）就成立了临终关怀
科。作为护理业务的骨干力量，杨橘薇担
任市八医院临终关怀科的护理组长。

同其他科室不一样，临终关怀可收
治的患者多是生活无法自理、平均年龄
65岁以上的绝症患者。这类患者除了身
体疼痛，还伴有严重的肠胃反应，进食困
难。如何提高这类患者的生命质量，是科
室医护人员一直在钻研的事情。他们根
据不同患者的病情，采用姑息疗法、药物
疗法、给予营养支持，由专业护工进行特
殊护理。同时，为患者及家属提供医疗、
护理、心理、人文、精神关怀等服务，帮助
众多临终患者减轻痛苦、尊严离世。

“我们的医护服装也有别于其他科
室，医护的服饰和病房的装饰以暖色调
为主，并拥有单独的关怀室，配置有3D投
影的音乐与视频，为患者放映一些他们
喜爱的电影与音乐给予心理安慰。”杨橘
薇说。

天气晴好的时候，杨橘薇总会推老
人们出来晒晒太阳、聊聊天。有的老人因
疾病无法保证机体营养时，她自掏腰包
给孤寡老人买营养粉。而最近，她更是从
78位医护人员之中脱颖而出，提名成都

市首届“成都骄傲——大美医者”的候选
人之一。

而在市八医院类似杨橘薇这样的大
美医者还有很多。为提高医护人员的能
力，医院每年举办省、市级继续医学教育
项目10余项，每月举办一次院内讲座。同
时，每月开展三次住院患者的教学查房，
由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与西宁联勤保
障中心成都总医院老年科的专家交替查
房，使理论和实践项结合，通过对市八医
院医护人员一系列的培训授课，目的在
于提升老年疾病的诊治、康复、照护能
力，更好地为老年患者服务。

构建“医养康”新型模式
优质医疗资源覆盖社区

据悉，医院也在2016-2017连续两年
获国家卫计委“改善医疗服务示范医院”
称号，2016年被中国服贸会评为“医养结
合示范机构”，2018年被中国老年医学会

授予“老年医疗照护培训基地”，被国家
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授予“协同
网络基层单位”。

如今，市八医院开放床位1200张，设
20余个临床医技科室，全院职工近500
人，护工200余人。

“相关数据显示，我们医院就诊患者
80%以上为老年人，平均年龄达到了75
岁。他们往往多病共存，需长期的医疗、
康复及专业照护。”市八医院业务副院长
曾雪峰说，根据这些特点，医院在成都率
先探路“医养康结合”，打造“医疗康复为
基础，专业照护显特色，机构社区广覆
盖，社会关爱聚能量”的特色服务模式。

通过三个阶段的发展，目前已形成
以健康管理、医疗、康复、照护、疗养、临
终关怀“六位一体”为核心，院外向社
区、养老机构、护理院等辐射的立体网状
医养结合模式，此模式得到社会及政府
肯定，于2011年获原卫生部“公立医院改
革创新奖”。

“有了好的医疗服务，而这些服务也
应该走出去，让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
在2014年，市八医院率先在成都市搭建

“医养联盟”，如今结盟40多家养老机构
和社区。

目前，市八医院正在打造“互联网+
医疗的服务模式”，进行成都中西部老年
医养健康远程信息网络中心项目建设，
拟用信息系统连接社区、养老机构、护理
院、日照中心等，通过平台相互交流、共
享信息，使医养结合工作更加高效。

着力“人文医院”建设
打造“孝爱医和合”花园医院

市八医院傍依市植物园，依靠得天独
厚的优势，升级改造成“四季常绿，花意盎
然”的全市唯一花园医院。除了舒适就医环
境的改造，根据老年健康需求，市八医院重
点打造了老年康复医学科、神经内科（阿尔
茨海默症科）、临终关怀科（宁养中心）。

曾雪峰介绍，老年康复科是市级公
立医院规模最大的老年康复治疗中心，
在神经功能、慢性疼痛、养生康复等方面
走在前列。通过传统中医康复技术结合
言语认知、智力锻炼、肢体康复等专业训
练最大限度实现身体功能康复，并提高
生存质量。

“神经内科（阿尔茨海默症科）针对
阿尔茨海默病评估、防治和干预，建立较
全面的疾病管理体系。”曾雪峰副院长介
绍，针对这类病人，医院还将建设“智能
康复小屋”，在病房的设计上，会主要考
虑细节，比如地面是塑胶的，防止老年人
摔倒，桌子软装包边，防止老年人滑到。

市八医院也同时着力于老年患者的
人文关怀，努力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从2014年开始，市八医院面向社会招募

“关爱老人·情暖夕阳”志愿联盟单位，志
愿者们定期到医院为高龄患者提供生活
护理，陪他们聊天，或者为老年患者们带
来即兴表演。身心的愉悦，大大有助于老
年患者的康复。如今，已有90家来自学
校、企业等单位的加入，组建起了一支上
万人长期稳定的志愿服务队伍。

同时，医院还在开展老年大学进医
院创新举措，丰富病员精神生活。此外，
医院还携手成都市慈善总会，共同成立
并募集以爱心助老基金。两年来，共惠及
失能、失独、贫困和高龄老人600余人。

多项新举措的开展，市八医院正打
造“孝爱医和合”文化氛围，并与医疗基
础提升和改善服务流程相融入，成为独
具特色的人文医院。

成都商报记者 杨乔 图由医院提供

成都市天府新区：
探索一条最适合区域医疗事业发展的“新路子”

有着20余年糖尿病史、年
近古稀的刘大爷，最近有点发
愁。老伴去年去世以后，儿子
和女儿常年在外工作，面对空
荡的房间，刘大爷愈发感觉到
孤独。身边有朋友建议他去住
养老院，但刘大爷却有点担
心，“听说养老院里那些护理
对老人不好，我这又是糖尿病
又是高血压一身老毛病的，估
计没得人愿意伺候”，刘大爷
有点沮丧。

根据全国老龄办召开的
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新闻发
布会上的数据，截至2017年
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41亿人，占总人口17.3％，
像刘大爷这样的老人，数目非
常庞大并日益增长。据预测，
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老年人口
数量将超过4亿。随着我国老
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
断上升，老年人口的不断增
长，对医疗与养老事业发展提
出了新要求。目前，我国养老
服务机构和医疗机构衔接不
够紧密，医院不适合养老、养
老院不方便就医的问题比较
突出。

那么，应该如何应对这股
“银发潮”呢？成都市天府新区
通过积极创新，逐步探索出了
一条“新路子”。

打造成都首个“花园医院”
市八医院三大重点科室重拳出击

打造“医养结合”新模式
八成患者是老年人，平均年

龄约75岁。坐落于半山腰，树林
繁茂，同其他医院相比，这家位
于金牛区蓉都大道1120号的成
都市第八人民医院显得与众不
同。如何服务老年患者，这里的
每一位医护人员，都能讲出不一
样的经验。除了服务院内患者，
医院更是将服务延伸至院外，搭
建“医养联盟”，主动将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把健康送到居民家门
口……

天府新区人民医院患者
正在扫描医生桌上的二维码

新兴卫生院医护为养老院老人做健康体检

大美医者提名护士杨橘薇与志愿者陪伴老年患者抓娃娃

花园式医院的幽美景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