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近33年受到表彰年受到表彰5151项项
海口市人民医院自海口市人民医院自20122012年以来年以来，，共获得全共获得全

国及省国及省、、市市、、区各类奖区各类奖5151项项。。主要有主要有：：20142014中国中国
最具公信力医疗机构最具公信力医疗机构、、全国百家医院改革创新全国百家医院改革创新
奖奖、、第四届全国医院第四届全国医院（（卫生卫生））文化建设先进单位文化建设先进单位、、
全国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先进集体全国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先进集体、、全国医全国医
药卫生内部审计工作先进集体药卫生内部审计工作先进集体、、海南省海南省““创人民创人民
满意医院满意医院””活动先进单位活动先进单位、、全省卫生应急工作先全省卫生应急工作先
进单位进单位、、全省卫生人才智力扶持中西部市县第全省卫生人才智力扶持中西部市县第
六期项目实施工作先进单位六期项目实施工作先进单位、、海南省科技进步海南省科技进步
科技成果转化奖二等奖科技成果转化奖二等奖、、全省卫生计生系统抗全省卫生计生系统抗
风救灾表现突出单位风救灾表现突出单位、、第一届海南省第一届海南省““敬老文明敬老文明
号号””、、无偿献血先进单位无偿献血先进单位、、海口市科学技术进步海口市科学技术进步
奖三等奖奖三等奖、、海口市先进基层工会海口市先进基层工会、、海口市卫生系海口市卫生系
统优质护理服务先进集体统优质护理服务先进集体、、美兰区人口和计划美兰区人口和计划
生育工作管理先进单位生育工作管理先进单位。。

海口市人民医院是综合性“三
甲”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附
属医院。还是海南陆军预备役医院、
海南省卫生规划中的海南省北端区
域医疗中心。

海口市人民医院始建于 1901
年，历尽百年沧桑，文化底蕴丰厚,
在椰城绽放光芒。尤其是近年来,
在以建设“综合型、学习型、创新型、
和谐型、服务型”医院和建设“海南
省北端区域医疗中心”的战略目标
引导下，以一百多年的普救含灵为
传承，以国内一流大学——中南大
学为依托，已发展成为一所集医疗、
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于一
体，各项指标位于海南省内前列的
现代综合医院。

全院职工2686人，其中高级职称
313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5
人，博士生导师5人，海南省优秀专家
11人。

医院设有临床专科37个，医技
科室12个、医学中心2个、综合门诊
部6个。

医院有床位1722张。年手术量
1.5万余台，住院病人4万余人次，门、
急诊病人80万余人次。

海口市人民医院形成了微创医
学和多学科联合救治疑难危重病人、
优质服务三大品牌。微创医学品牌
体现在腔镜、介入技术已经广泛而深
入地应用于全部临床外科以及心血
管内科、消化内科、放射科、超声科等
临床医技科室。多学科联合打破各
自为阵的局限性，使学科之间的交叉
结合更加紧密，实现了快速会诊、快
速手术，减少程序，形成完整的应急
系统，确保急危重病患者在最短的时
间内，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优质护
理服务普及于全院各个护理单元,获
得卫计委颁发的“全国优质护理服务
考核优秀医院”表彰。近年来，医院

以国际标准化JCI为核心，全面优化
门诊、住院流程，缩短病人候诊时
间。按照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宗旨，
专设病人接待客服服务部, 推行便
民措施，为病人提供院前、院中、院后
的全方位非医疗配套服务。包括就
医咨询、预约挂号、网络预约、住院预
约、免费接送出入院病人、二级医院
社区的转诊、陪同病人检查、对外籍
患者的语言翻译等。

医院现有麻醉科、泌尿外科、临
床护理3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有骨
外科、泌尿外科2个省医学重点学科；
有泌尿外科、肝胆微创外科、口腔种
植科3个省医学重点扶持特色专科。

急诊科、重症医学科、神经外科、胃肠
外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消化内
科、肿瘤治疗、放射科和超声医学科
等也开展了大批特色医疗项目，在省
内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是医院重点
建设培育的学科。

医院有总值5亿多元的先进医
疗设备。包括美国GE公司3T核磁
共振、德国双源CT以及飞利浦256
层螺旋CT、数字减影血管成像系统、
数字乳腺成像机、SPECT、瑞典EI-
ekta直线加速器、DR、CR 等放射影
像设备。

医院建立了从护理专科到医学
博士的人才培养体系。是中南大学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培养点。
现有博士生导师 5人，硕士生导师
45人。是海南省首家有资质在全国
统一招收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
的医疗机构，共有15个二级学科培
养专业。

医院以科研教学促进临床水平
的提高。建立了海南同步辐射研究
中心、海口市分子医学重点实验室和
海口市实验动物中心。创建了泌尿
外科、普通外科、妇产科、消化内科四
个省内唯一的国家卫计委腔镜技术
培训基地。已为省内外培养微创手
术骨干医生320余名。是国家科技部
热带特色医疗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卫

生部脑卒中筛查基地、国家临床药物
实验基地。

近年来，医院与1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科研医疗机构建立了合作关
系。引进长期在医院工作的国外专
家2人，聘请短期在医院工作的国外
专家20多人。

医院积极承担公立医院的社会
职能和社会担当，彰显公益精神。
将海港分院、龙昆南、博爱、得胜沙
4个门诊部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实行一级医院医疗标准收费。
为居民提供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
防接种、孕产妇和老年人、高血压患
者健康管理等 12 项社区卫生医疗
保健服务。

在历年的抗灾救灾以及承担博
鳌亚洲论坛、国际“铁人”三项赛等
任务中，都曾获得政府表彰。常年
派驻 10多名技术骨干对口支援乐
东、琼中两家县级医院，还无偿接纳
基层医院的医务人员来院学习，每
年达100多人次。尤其是帮扶乐东
县黄流镇医院，使其在短短三年时
间里，成为海南省唯一一所建在乡
镇的“二级”医院，赢得社会各界的
高度评价。医院多次获得海南省

“智力扶持中西部少数民族先进单
位”称号。

为适应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
需要，并以此为契机，医院自2011年
起,在德国萨克森州EPOS集团的帮
助支持下，启动国际医疗机构JCI认
证工作，以促进医院的技术和管理水
平与国际接轨，为国内外患者提供符
合国际规范的优质服务。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海
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海
口市人民医院肩负着时代赋予的光
荣使命，全院职工继往开来，开拓创
新，紧抓机遇，共同努力，为人类的健
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济世百姓济世百姓 健康万家健康万家
——奋进中的海口市人民医院

博士生导师白志明教授（中）给学生做指导

博士生导师逯军教授（右）给学生做指导

博士生导师夏鹰教授（左）给学生做指导

博士生导师徐普教授（左）给学生做指导

博士生导师余丹教授（左）给学生做指导

成像高清晰的德国双源CD

对外交流频繁

微创手术不开刀，创伤小，病人恢复快

科研促进临床。一大批医学博士、硕士成为医院骨干力量

免费接送出、入院病人到车站、码头

在灾区，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中为老人免费治病

提高社区卫生医疗保健服务，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雄伟的海口市人民医院医疗综合大楼

2014年硕士毕业生与领导、导师合影

每天来往于海口市人民医院的
流动人口2万余人。医院的服务质
量直接关系到医院乃至政府的形象，
因此，海口市人民医院十分重视构建
和谐的医疗关系，提高医疗技术水
平，树立诚信医院形象，为广大人民
群众提供安全、方便、快捷、质优的医
疗卫生服务。

成立客服服务部，推
出十多项服务新措施

今年初，抽调20多人，成立客户
服务部。把病人当客人那样热情接
待，对病人提供院前、院中、院后的全
方位非医疗服务。推出就医咨询、预
约挂号、网络预约、诊间预约、病床、
专家预约、智能卡挂号打单等十余项
非医疗便民服务措施，以缓解就医繁
琐，就医耗时等现象。在门诊大厅等
公共场所安装有20多台“自助智能
服务机”，安排专人指导。挂号、缴
费、打印化验单等，几十秒内就可自
主完成。外地病人来医院做检查，对
于当天不能出结果的，客服部可以帮
助免费邮寄检查结果。

乡下病人来到大医院最怕的是
就医环境、就医流程不熟悉，这楼到
那楼，象钻迷宫。客服部对这类病
人不仅安排专人陪同检查，对老弱
病残、行走不方便的病人还有轮椅
侍候。

为方便外籍患者就医，医院“贮
备”有英语、法语、韩语、德语、日语等
20位医务人员客串翻译，提供免费
语言帮助。

免费接送出院、入院病人到海口
汽车东、南、西站及海口动车东站。
同时，医院还为有需要的患者及家属
提供机票、出租车、酒店等预约。

彰显公益事业，到受
灾最严重的地方防疫治
病

医院积极承担公立医院的社会
职能和社会担当，彰显公益精神。
将海港分院、龙昆南、博爱、得胜沙4
个门诊部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实行一级医院医疗标准收费。
为居民提供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
防接种、孕产妇和老年人、高血压患
者健康管理等12项社区卫生医疗保
健服务。

主动承担公立医院的社会责任，
积极参与救灾义诊等社会公益活
动。今年8月17日超强台风“威马
逊”给海南人民带来重大灾难，位于
海甸岛、处在本次台风袭击风口的海

口市人民医院虽然也遭受重创，但
每天仍然派出4支医疗队，持续一个
星期，先后到文昌的铺前、海口演丰
镇等受灾最严重的村镇以及外省支
援海南的电力一线工人中，免费送
医送药，指导村民防疫防病。对于
病重和行动不便的老人，医疗队还
上门服务。

抗击“威马逊”灾害，全院职工
还捐款30万余元，支持海南的灾后
重建。

海口市人民医院发挥其“三甲”
医院的技术优势，常年对口支援琼中
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乐东县黄流镇
医院以及新坡卫生院、龙塘卫生院等
基层医疗机构。无偿接纳基层医院
的医务人员来院学习，每年达100多
人次。尤其是帮扶乐东县黄流镇医
院，使其在短短三年时间里，成为海
南省唯一一所建在乡镇的“二级”医
院，赢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医院
多次获得海南省“智力扶持中西部少
数民族先进单位”称号。

普及健康知识，提高
人民群众的健康理念

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给人们带
来了丰富的物质生活,但另一方面人
们由于紧张的工作压力和不健康的
生活方式,导致各类疾病高发,给群
众身体健康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
害与影响。如何形成科学的生活方
式和行为方式，是广大群众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海口市人民医院主动
担负起医疗科普宣传的责任, 提高
人民群众的健康理念，普及各种防病
治病知识，引导人们改变思想观念。
纠正不良习惯，改善生活质量，讲究
公共卫生道德。全院形成了科普宣
传的氛围，每个科都印有科普宣传资
料，免费向群众发放，方便患者自我
保健和就医。每个科室都办有科普
宣传专栏，每季度更换一次，已形成
制度。医院网站、院报，都设有医疗
科普宣传版块，清晰明了，便于大众
查找阅读。医院院报每期都刊载医
院的医疗动态和新技术项目。

医院各科室充分利用各种机会、
平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
动，如世界睡眠日，中国爱耳日，世界
心脏病日，联合国糖尿病日等等，走
上街头义诊、发放科普资料，普及健
康知识。

肾病科、肿瘤科，内分泌科等部
分科室还经常组织病友会活动，通过
病人与病人之间、病人与医生之间的
互动交流，增强病人战胜病魔的信
心，受到社会欢迎。

为在更大的范围内，更有意义的

传播健康知识，提高传播效率，海口
市人民医院非常注重与社会媒体的
充分合作，在各个疾病发病的高峰期
或卫生日，积极与媒体联系，组织策
划活动，向广大市民普及防病知识，
得到新闻媒体的支持。如2014年，
仅《海南日报》《海口晚报》等在海南
发行量较大的几家平面媒体就发表
科普文章70多篇。如《海南日报》发
表的“直肠癌为何频频盯上年轻人”

“警惕吸烟引发肺癌”“女性更年期保
养有讲究”等文章，都是通过医院专
家的讲述，发挥宣传功效, 既达到普
及健康知识的目的，又架起医患之间
相互沟通、相互信任的桥梁, 收到良
好效果。

弘扬人道主义精神，
救人始终摆在第一位

海口市人民医院始终把救人治
病放在第一位，对于急危重症病人实
行先抢救治疗，再补交费用。为了确
保急危重病患者，在最短的时间内，
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开展多学科
联合会诊，打破各自为阵的局限性，
使学科之间的交叉结合更加紧密，实
现快速会诊、快速手术，减少程序，形
成完整的应急系统。今年8月17日
晚，儿科收治了一名高烧不退、浑身
脓疮的1岁半女孩。危急时刻，儿科
与多学科联合会诊，明确患儿是因为
金黄色葡萄球菌败血症侵害到心
脏。心胸外二科马上组织进行心脏
瓣膜手术，把幼小的生命从死亡线上
救了过来。

做好“最后一公里”
文章，让病人满意放心

医院通过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广泛征求意见，查
找服务差距，紧紧抓住解决联系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做文章。
如有群众反映来医院看病停车难，
从今年4月1日起，医院把最好的车
位让给病人。将原来发给本院职工
的免费停车牌全部收回，要求住在
院内或住得较近的职工，不要开车
上班，倡导绿色出行，步行上班或乘
座公交车。把紧邻门诊部和住院大
楼的120个车位，全部让给病人和
患者家属。

为控制个别医生开大处方，医院
加大处罚措施，每季度都进行处方点
评、公示，形成制度，对做得好的，给
予奖励，做得差的，给予公开批评、处
罚，有效地遏制不良行为。

为确保患者就医安全，营造良好
的就医环境，医院通过物业公司增加

保安职数，与海甸派出所联合，在医
院设警务室，加大巡查力度，有效地
遏制了医托、医闹等不法行为。

近年来，海口市人民医院加大医
德医风教育，加大职业荣誉感教育，
经常邀请国内著名专家来院进行“顾
客满意及医疗服务技巧”等方面的专
题讲座和培训，在医务人员中逐步形
成病人就是“客户”的理念。使大家
深刻领悟到各种医疗服务技巧，掌握
到更多的医疗服务和沟通方法，运用
到实际工作中，缩短与病人的距离。

引进JCI认证，建立
安全保障的长效机制

“病人安全”是医疗管理的永恒
主题，而JCI认证是国际上最广为推
崇的医院质量标准，代表了医院服务
和医院管理的最高水平。海口市人
民医院自2011年5月引进JCI认证
以来，下决心按JCI认证标准，逐步
改变过去的一些不够全面、不够科学
的传统行为和习惯，取得成效。如以
往的术前访视，往往侧重于关注病人
是否完成术前准备，并与病人和家属
做手术知情同意的最后确认。而JCI
认证标准规定的手术暂停则更加关
注手术安全，关注病人身份等信息的
确认和相关资料的齐备。在即将开
始手术之前的那一刻要求所有参与
手术的医务人员进行一次“暂停”，以
共同确认病人身份、手术名称、病人
体位、手术部位、使用的器械与植入
物等5个要素。建立一个更为安全
的医疗体系，避免病人承受可以预防
的医疗差错。提示医院前瞻性地发
现和降低医疗风险，保障患者生命安
全。通过规范化、精细化、同质化的
服务，使患者的医疗安全得到最大的
保障。

为广大人民群众

提供方便、快捷、质优的医疗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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