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8月 1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冯楠 步芝梅

视觉编辑：唐波 王银艳 校检：罗咏梅

党的建设是一切工作有效开展的坚强保障。
近三年来，贞丰县人民医院以党建为引

领，强化队伍、学科、信息化、基础设施
“四个建设”，推动医疗卫生服务整体水平全
面提升、专业技术水平“多点开花”。

强化队伍建设提供人才保障。目前医院
已拥有党员队伍 70余人，党的凝聚力、引领
力不断加强。同时注重人才引进和培养，先
后出台了 《贞丰县人民医院人才培养计划和
人才梯队建设计划》《贞丰县人民医院高层次
人才引进管理办法 （试行）》《贞丰县人民医
院人才培养、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 等制
度，目前医院在职职工643人，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 581人，其中，主任医师 1人、主任技师 1
人、主任护师 1 人，副主任医师 20 人、副主
任护师 10人、副主任技师 3人、副主任药师 1
人，中级职称96人、初级职称430人。

强化学科建设提升专业技术水平。依托
医联体建设，目前贞丰县人民医院共申报科
研课题 37项，其中获得县级推荐 24项，获州
级立项 11项；共发表论文 104篇，其中 2021年
至目前已发表 2 篇；共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83
项，其中 2021年至目前已开展 17项，接收各
职业学校 587 名学生实习，接收乡镇卫生院
101名卫生技术人员进修，科研教学水平不断
增强，并连续在多专业领域实现突破。

同时，在黔西南州人民医院及对口支援
医院的大力帮扶下，贞丰县人民医院成功开
展了床旁右心漂浮导管术、白内障手术、脊
柱侧弯畸形矫形术，B超引导下微通道经皮肾

钬激光碎石取石术、腹腔镜下肾癌根除术、
心脏临时起搏器植入术、超声引导下动静脉
穿刺、小儿开颅术、髋关节置换术、膝关节
置换术、规范化急性心肌梗死溶栓术、急性
脑梗死静脉溶栓术、输尿管软镜下钬激光碎
石取石术等 20多项高难度技术，均为当地较
为领先的医疗技术。其中多项技术在全县乃
至全州均属首例，医院专业技术水平跨越式
提升，为县域及周边患者减轻病痛、保障健
康提供了有力保证。

强化“信息化”建设推进优质医疗服务
覆盖城乡。2018 年以来，贞丰县人民医院从
多方面入手加快医院信息化建设，完成了中
心机房 UPS 的扩容工作及其消防设备的安装
与调试，确保机房的升级与消防安全；将电
子病历及影像、检验辅查结果接入省州数据
平台，实现了数据互联、资源共享；注册、
运营了医院微信公众号，开通了门户网站，
安装了 2 台立式广告机，6 台壁挂式广告机，
拓宽宣传渠道，提升医院知名度和影响力；
引进 8 台自助挂号缴费机，开通微信支付功
能，提高工作效率；完成数据中心建设，安
装了分级诊疗系统，使区域内诊疗资源得到
合理分配，就诊患者得以合理分流；完成黔
西南州医保监控与智能审核系统的接口对
接，实现医保病人各种费用的审核与监控；
完成黔西南州医疗保障局开展的黔西南州

“两定机构”数据库动态维护工作；完成医保
信息平台建设工作及电子发票上线工作。

2018年 12月 18日，全省首套分级诊疗系统

在贞丰县人民医院正式上线运行，覆盖 17个乡
（镇、街道）卫生院和 168个村（居、社区）所属卫
生室，实现了县域内“县、乡、村”三级卫生健康
网络全覆盖。分级诊疗系统启用以来，医院共
接收基层转诊 2194例，预约检查 84例，预约住
院 54 例，下转随访 160 例，分级诊疗系统可实
现省、州、县医院专家远程会诊，帮助全县群众
逐渐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
出县、康复回社区”的目标。

另外，贞丰县人民医院还与黔西南州人
民医院本部积极实行分级诊疗、双向转诊，
在控制转诊的同时有效推进分级诊疗，进一
步完善医联体内急救转诊流程，建立了双向
转诊绿色通道。对适合转诊的患者积极上
转，由州医院本部为上转病人优先提供诊疗
服务；不宜转运的疑难危重患者，积极邀请
州医专家实地救治，实现了疑难危重患者救
治工作的高效实施、无缝衔接，危重孕产
妇、危重新生儿、卒中、胸痛和创伤患者得
到进一步有效救治，其他危重症患者救治成
功率也明显提高。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医疗服务水平提
质升级。陆续投入大额资金加快环境改造及
医院规模升级，积极探索“医养结合”新路
子、新标准，投资约380万元实施康复疗养院
的外部环境打造及内部装修工程。在中央预
算 内 资 金 5000 万 元 的 基 础 上 ， 自 筹 资 金
2431.13 万元，启动住院医技综合楼建设项
目，目前主体建设已完成，即将启动装修工
程；新建医技住院综合楼占地面积 1701.31 平

方米，建筑面积 31018.30平方米，分为地下 2
层 、 地 上 17 层 ， 容 积 率 1.75， 建 筑 密 度
22.60%，绿地率36.65%，床位数 150床。

此外，贞丰县人民医院还时刻不忘服务
大局、彰显责任担当。

积极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为人民
群众生命和健康安全保驾护航。投资约790万
元完成了贞丰县康复疗养院改造定点隔离医
院工程 （含外部环境打造及内部装修工程）；
投资 189万元完成感染科改扩建工程，并打造
了两间负压病房；获得防疫体系建设资金
（抗疫特别国债） 支持 284万元，完成核酸实
验室建设并投入使用，为广大人民群众生命
和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持续做好公益事业服务社会彰显责任担
当。医院领导、党员干部带头，不定期组织
队伍进社区、进街道、进学校、进农村开展
大型义诊活动，进村入户为行动不便的贫
困户疾病患者进行诊查，免费为群众检查身
体、测量血压、血糖、科普健康知识、送医
送药、办理残疾证等服务。同时围绕脱贫攻
坚、健康扶贫专项工作，在全县 12 个乡镇卫
生院及 2个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义诊、医疗
专题讲座与急救技能培训，有效提高了基层
医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新时代，新征
程，贞丰县人民医院正持续以为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保驾护航为己任，以更加昂扬的斗
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坚定的步伐，续
写新的担当与光荣！

聚焦“四个建设” 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

聚焦“四个建设” 致力科研攻关 增进民生福祉

贞丰县人民医院续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黄飞鸿

贞丰县人民医院是一家学科健全、设施齐备、技术雄厚，集医疗、
急救、教学为一体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也是贞丰县城镇职工医保、城
乡居民医疗保险定点医院，医院医疗服务范围辐射全县及周边地区，规
模位于黔西南州县级医院前列。

近年来，贞丰县人民医院以切实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增
进人民福祉、不断提升技术水平攻克科研难题、不断强化党建引领“四
个建设”为重要任务，整体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在推进医疗
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踏出了铿锵足音。

从鲁容乡搬迁到县城，王建分最大的感
慨是：医院离家太近了！看病太方便了！重
大疾病报销后自付费用明白又划算。

鲁容乡，曾是全省 20 个极贫乡镇之一。
脱贫攻坚中，鲁容乡像王建分这样因居住环
境恶劣、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的群众沐
浴党的好政策，如愿搬迁到县城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珉城社区居住。新家就在县城，医
院就在附近，群众解决了就医难题。

去年，王建分的老伴杨再康胆结石发
作，疼得满地打滚，甚至数次昏厥。“要不是
离医院近，抢救及时，恐怕人已经不在了。”
提起这事，王建分仍心有余悸。

“要让看病难、看病贵成为‘过去式’。”
贞丰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广跃乾介
绍，医院切实把解决群众就医难题放在首
位，在建立完善及时收诊救治体系的同时，
以打造县域“医共体”为抓手，按照统一管
理办法，积极打造“县、乡、村”三级卫生
健康服务网络，以医院为中心辐射周边 17 个
乡镇卫生院，逐步实现群众“小病不出村、
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康复回社区”
的目标。

“我们还考虑在‘医共体’服务范围内构
建‘智慧云医疗’平台，让老百姓通过平台
实现转诊，同时更加紧密地联系区域内‘医

共体’成员单位，按照‘基层首诊，急慢分
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原则让老百姓不
需要到县城就能在家门口体验到更有效的卫
生健康服务。”广跃乾介绍，县域“医共体”
建设逐步实现了老百姓少跑腿、专家多跑
腿，打通了服务群众医疗卫生安全的最后一
公里，让老百姓在区域内就能体验更优质的
健康服务。

同时，医院还充分发挥与黔西南州人民
医院正式建立托管式紧密型医联体关系的优
势，在州医本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在技
术业务、管理、企业文化等方面均得到跨越
式发展，医疗、护理、医技、药事、行政后

勤等方面的管理理念及服务水平显著提升，
门诊、住院量、手术台数、业务收入等明显
增加，医院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大幅增强。

同时通过不断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逐步补充和完善医德医风、医疗质量、医疗
安全、护理质量、医院感染等管理制度，实
现各项工作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确保
工作落到实处，医疗质量持续提升，医疗安
全得到保障，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据介绍，随着医疗水平尤其是大病、慢
病及危重病人的管理和抢救能力大幅度提
升，贞丰县人民医院受诊率已经从 3年前不到
50%提高到现在的90%以上。

聚焦“看病难”“看病贵” 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去年底今年初，家住贞丰县城的黄先生
为了老父亲病情焦头烂额。黄先生的父亲患
有前列腺疾病并进行性排尿困难两年多，黄先
生带着老父亲辗转到昆明、重庆、四川等大医
院求治，但因其父亲已经 92岁高龄，身体情况
较差、手术风险难度较大等因素未得到手术治
疗，导致尿道口畸形、尿液长期经尿管溢出，老
人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黄先生也焦心如焚。

回到家，黄先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再次
到县人民医院求治。在全方位了解了老人病
情之后，贞丰县人民医院通过联合会诊，多
学科协作研讨分析，得出结论：将手术时间

控制在一个小时内，能够有效降低手术的风
险，确保手术成功。最终，医院在 40 分钟
内，顺利完成了老人的手术。

“没想到我跑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家乡的
医院为我解决了难题。”如今老父亲恢复很好
已经能够正常生活，黄先生逢人就赞家乡的
医院好。

“老人一是年纪大了，二是病史比较长，
手术风险的确比较大。”贞丰县人民医院副院
长毕星星是此次手术的主要负责人，他介绍
说，“虽然病例比较特殊，但医院具备较完善
的医疗硬件，专业技术也很过硬，分析研判

后对手术的成功比较有把握。”
据了解，此类疑难手术，在贞丰县人民医院

并非个例。自组建新的领导班子以来，贞丰县
人民医院重视学科建设，不断攻克科研难题。
随着学科建设的完善，还进一步规范了医院管
理、团队建设和就医环境，填补了贞丰县人民医
院乃至贞丰县专科重症的空白，在使医院管理
步入科学轨道的同时基本满足了群众就医需
求，使心血管疾病、泌尿系统疾病，新生儿、胸
痛、卒中等急危重症患者转诊率大幅下降。据
统计，自2018年开设泌尿外科以来，仅由毕星星
主持的相关手术已经超过200台，至目前医院相

关手术成功率达 100%，为实现“大病不出县”的
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

技术与人才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据统
计，近三年来，贞丰县人民医院新聘人员两
百多人，副高以上职称从原来的 4人发展到现
在的 30余人，实现了救治病人的能力、专业
技术水平、软硬件设施和重症服务能力“四
个极大提升”，并新建了急诊 ICU、感染重症
ICU、心内科 ICU 等，在完善学科建设的同时
紧紧围绕群众健康需求，不断加大人才引进
和培养力度，让本地群众实现“就近、及
时、放心”看病。

聚焦技术水平提升 不断攻克科研难题

(本版图片由贞丰县人民医院提供)

眼耳鼻喉科医生为患者作检查。

↓召开行政科室例会。

院长到临床科室查房。

医务人员为群众采集核酸样本。

医院荣获 2018年“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
划”全国医院擂台赛西南赛区十大人气案例奖。

走进社区为群众义诊。

贞丰县人民医院。

医院荣誉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