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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中医院结合自身特点积极开展主题教育，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

为百姓提供更优质的中医医疗服务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实习生 邓欣

自动贩卖机、便民雨伞、笑容满
面的导医……如今，走进海南省中
医院，人们能感受到很多温暖人心
的细节变化。而这些细微之处，也
显现出医院以患者为中心的宗旨。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海南省中医院找差距、补
短板、强弱项，通过疏通薄弱环节、
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提升患者获得
感，通过改善就医环境、创新服务
模式不断增强患者幸福感，通过促
进医患沟通、健全诊疗制度持续提
高患者安全感。

蔡敏介绍，医院将提高患者就
医体验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好，
为了进一步疏解一系列群众就医
的痛点、焦点、堵点和难点问题，医
院领导干部写下承诺书并公之于
众；着眼患者看病就医流程不清、
等候时间过长等问题，医院增加导
医配备，合理引导分流；通过增加
设置引导牌，进一步普及电子预约
挂号等，医院实现就医流程优化。

蔡敏介绍，医院将继续加强患

者就医体验。一方面将继续积极
改善就医环境，营造整洁、舒适、安
全的就诊环境，做好卫生间建设及
外围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使便民服
务措施细致周到。另一方面，医院
将优化门诊各辅助检查科室服务
流程，采取措施减少病人等候时
间。同时，为了满足患者就诊需
求，医院将强化双休日、节假日门
诊工作常规化、制度化。除此之
外，医院还将加强数据（患者迟到
率问题等）监测，增加多功能自助
缴费机，缓解排长队问题；在微信
公众号上完善医生简介等信息，加
强宣传，提高患者对挂号手段的知
晓率。

近日，海南省中医院还印发了
《中共海南省中医院委员会关于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党员和干部就医体验调研活动的
通知》，成立以院领导为组长的6支
就医体验调研组，分别在医院内
部、海南省人民医院、海口市人民
医院、海医附院、海南省妇幼保健

院和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等单位
进行就医体验调研活动。目前，该
活动正在有序开展，针对过程中一
些发现的问题，已经列出清单并形
成书面材料。

发挥中医药特色，为百姓提供
便捷的中医综合治疗一直是海南
省中医院坚持开展的工作。“膏方
节”“三九灸”“三伏贴”……充分发
挥了中医药优势，为患者提供更便
捷优质的中医药服务。针灸科、针
灸康复科、儿科、妇产科、肺病科、
脾胃肝病科、骨科、皮肤科、老年病
科等9个科室，也根据各科室的专
业特长，专设服务点为前来诊疗的
患者提供咨询及贴敷服务，并自制
香荷包免费赠送给市民。

医院还将便民医疗服务延伸
至院外。

今年5月10日，海南省医院与
海口江东越江隧道承建单位签订
医疗保障党建共建协议书，决定发
挥防病治病优势和高质量中医药
服务能力，为该项目的建设提供有

力医疗支撑。今年夏天特别炎热，
建筑工人们的降温防暑问题成为
医院职工牵挂的首要事情。6月5
日，该医院的医护人员为高温下奋
战在一线的工人们送去医院自制
的“中药防暑降温凉茶”和“端午香
囊”，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和
一致赞许。

为了方便基层群众看病就医，
海南省中医院的医护人员还深入
基层服务百姓，今年上半年，海南
省中医院共组织专家巡回医疗义
诊活动6次，就诊群众1500余人，
赠送中医药科普宣传资料3000多
册，在方便患者就医的同时不断扩
大中医药的影响力。

海南省中医院还通过建立远程
医疗系统，实现资源共享。2019年
上半年，医院共为成员医院CT诊断
4063人次，普通放射诊断3262人
次。通过远程会诊系统为成员医院
检验结果会诊867个项目，逐步实
现全省中医医疗机构区域检验、病
理结果互认。

现代化的管理制度，是一家医
院迅速发展的保障。作为现代医
院管理制度的试点单位，今年以
来，海南省中医院不断健全管理体
系，实现现代医院的科学管理。

蔡敏介绍，医院推动绩效改革
工作，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调动医
务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同时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
工作，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

值，实现医院收入分配的科学化和
规范化。“我们在绩效考核突出中
医特色，通过绩效杠杆，鼓励医护
人员使用如针灸、推拿等中医中药
的特色疗法，凸显中医的特色和
优势。同时，我们还将新技术、新
项目的开展，以及对药品、耗材的
使用比例控制等指标纳入绩效考
核中来。”蔡敏表示，通过绩效考核
改革，运用科学的管理手段，能够

推动医院的运行向着好的方向发
展，“管理优化，使员工的积极性大
大提升，有些原先吃医院补贴的科
室，也从医院的‘后进生’变为了

‘优等生’。让差的变好，好的更
好，是我们的管理目标。”

在推进药品、耗材合理使用方
面，海南省中医院加强处方审核培
训，提高处方审核能力、加强抗菌
药物合理使用管理、加强中药饮片

管理、促进中药合理使用等。在中
药药事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从中
药饮片的购进、储存、养护、调剂等
方面，科学、规范地管理中药饮片，
保证安全、有效、经济、合理使用中
药饮片。医院一直致力于为广大
患者提供传统的中药代煎服务，并
进行全过程的质量监督。截至
2019年6月，煎药室煎煮量为6.13
万付，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8.86%。

优化就医流程，提
升患者就医体验；改革
医院管理制度，通过绩
效杠杆调动员工主动性
和创造性；增强全院医
务人员的科研、教学意
识，逐步补齐科研短板
……今年以来，结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海南省中医院围
绕自身工作要求，突出
问题导向，抓住关键环
节，聚焦“看病难、看病
贵”问题，把学习教育、
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
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
过程，着力提升群众看
病就医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确保主题教
育扎实推进取得实效。

“作为海南省中医
院的职工，我们的初心
就是不断提高中医医疗
服务能力和水平，为更
多老百姓提供优质的中
医医疗服务，结合我们
的岗位特点，为人民的
健康作出应有的贡献。”
谈及主题教育，海南省
中医院院长蔡敏道出了
自己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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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 | 提升患者就医体验A

优化管理 | 调动员工主动性和创造性B

增强科研能力 | 逐步补齐科研短板C

结合主题教育，海南省中医院
找差距，抓落实。“在找差距的过程
中，我们发现医院的短板，是科研能
力相对薄弱。针对这个瓶颈，我们
积极寻找突破口，继续增强全院医
务人员的科研、教学意识，加强科研
与教学能力培训，营造尊师重教、不
断创新的良好氛围，科教工作取得
了一定成效。”蔡敏说。

一方面，海南省中医院进一步
完善科研管理制度、健全绩效激励
机制、提升医务人员进行科学研究
的意识和传承创新积极性。“我们重
点推进国家级科研项目，尤其是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和立项工
作。”蔡敏介绍，2019年医院申报了
8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立项3
项省级课题，其中包括2项省重点研
发（社会发展方向、科技合作方向）
项目、1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
省级项目提交结题验收申请。

借助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
划，海南省中医院从南方医科大学
引进了研究型专家，成立了临床研
究中心，在我省中医界，实现了零的
突破。“过去，很多医生专攻临床，却
忽略了科研，对科研的投入严重不

足。如今我们有了专门的中医临床
研究机构，能够逐步补齐中医科研
薄弱的短板，集中力量攻坚克难。”
蔡敏介绍，这个面积约300平方米
的临床研究中心是面向全院的临床
研究实验室，拥有分子生物学平台、
病理学平台、动物房、细胞间、显微
镜室等，配备了包括激光散斑成像
系统、小动物麻醉机、小动物呼吸机

等在内的较为齐全的先进实验设
备，目前已经开展了脑梗死溶栓并
发症的防治、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
病理机制、血液流变学相关药物的
相互作用以及地方特色中药的药理
学研究。2019年，该中心还获批主
持一项海南省重点研发计划。

为了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海
南省中医院举办多场学术交流会

议。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海南省中
医院共举办院内学术讲座20场，参
加人次共2162人。其中有全国名
中医徐经世教授、王新陆教授关于
中医临床思维、人文素质与人文精
神培养的讲座；第六批全国名老中
医药专家读经典、做临床等系列讲
课；院内临床专家进行临床指南的
解读、急危重症的处理及医院感染
的防范等系列讲座。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
及患者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传统
的临床医学校教学模式面临新的
考验，临床技能培训中心已日渐凸
显其在临床教学中的优势，架起了
一座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之间
的桥梁，保证了医疗安全，提高了
医疗质量。今年3月底，海南省中
医院临床技能培训中心自主训练
正式开放，共接收64名学员进行自
主学习与实操。各临床科室教学
秘书带领学员在技能中心开展出
科考核或技能操作训练共213人
次，临床技能培训中心的模拟训练
与自主操练给临床教学与实践带
来全新感受，深受学员们欢迎。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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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发展

2019年1月-6月
病人总出院人次数1.3万余人次

同比增长19.96%
门急诊人次数31.92万人次

同比增长5.58%
手术台数2286台次

同比增长23.04%

资源共享

2019年上半年，医院共为成员医
院CT诊断4063人次，普通放射诊

断3262人次
通过远程会诊系统为成员医院检

验结果会诊867个项目，逐步实现
全省中医医疗机构区域检验、病理结
果互认

服务百姓

今年上半年，海南省中医院共组
织专家巡回医疗义诊活动6次，就诊

群众1500余人，赠送中医药科普宣

传资料3000多册

科研提升

2019年医院申报了8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课题；立项3项省级课题，

其中包括2项省重点研发项目、1项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省级项目
提交结题验收申请

学术交流

今年上半年，海南省中医院共举
办院内学术讲座20场，参加人次共

2162人

海南省中医院积极开展义诊活动。

海南省中医院优化就医流程，提升患
者就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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