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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医院

·综　述·

【概况】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坐落在风景秀
丽的长江之滨、北固山下，是镇江市规模最

大、设备齐全、技术领先、人才汇聚，集医疗、

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

１９９５年被国家卫生部命名为三级甲等医
院。２００３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江苏省文
明单位”荣誉称号。２００３年２月，经省政府
批准，医院成建制划归江苏大学，成为全省

高校直接管理附属医院的体制改革试点单

位。２００６年底，经省政府批准，省教育厅与
卫生厅共建附院，在行业管理上成为省卫生

厅直属的医疗单位，为医院跨越式发展创造

了有利条件。目前医院占地面积近１３２亩，
建筑面积１５万平方米，固定资产５．５亿元；
开放床位１０００张，职工１４７３人，其中卫生
技术人员１２５２人，具有高级职称２８２人，中
级职称５３１人；设有２４个病区，３４个临床
科室，１６个医技科室；２个博士生专业培养
点，８个硕士生培养点，有博士生导师４人，
硕士生导师３８人。２００８年，医院坚持法规
治院、坚持持续改进、坚持人民满意，以等级

医院评审为动力、以病人为中心、以提高医疗

服务质量为主题，夯基础、抓内涵、强特色、塑

形象，努力开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协调发

展的新局面，完成诊疗总人次９１．６万，同比
增长１１．２％，住院人次２．５万多人次，同比增
长１１％，医院保持了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三级医院评审】　全院干部职工紧紧围绕
医院评审工作，强化科学管理，不断创新发

展思路，开拓发展空间，增强发展活力。医

院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全院上下呈现出政

通人和、积极向上的良好态势。在上级组织

的多项考核中，评价不断提升，特别是以全

省第四名的较好成绩通过了江苏省等级医

院评审，巩固了“三甲医院”成果。

【公共卫生保障】　医院切实承担公共卫生
责任，制订各类应急预案，积极开展应急演

练，在应对冰雪灾害、手足口病、问题奶粉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充分发挥作用。特别

是在汶川地震中，医院以人民安危高于一切

的责任感，紧急行动，积极投入抗震救灾战

斗中，全院数百名职工参与了灾区千里转运

的救护壮举，成功完成了４０名伤员的救治
任务。７名同志还冒着危险随江苏医疗队
赶赴抗震救灾第一线，谱写了一曲综合能力

和大爱人民的壮丽凯歌，得到了卫生部、卫

生厅、省市领导与专家的高度评价。《新华

日报》以“地震无情，我们有爱”为题专门报

道了我院爱心大传递的救治纪实。

【专科建设】　医院加强重点专科建设，大
力支持各专科完成必备的技术项目，鼓励更

多的专科争创省市重点。呼吸内科、消化

科、肿瘤科为省级重点专科，普外科、骨科、

儿科、检验科、风湿科、烧伤整形科、核医学

科等为市级重点专科，心血管内科、普外科、

烧伤整形科等专科已具备省重点专科条件，

正积极准备申报。肿瘤医学、骨科医学、儿

童医学三个研究院在全省有一定的影响。

护理专科化建设也进一步加强，相继培养了

糖尿病、ＩＣＵ、母婴护理等专科护士，建立了
护士糖尿病健康教育门诊。

【科研工作】　医院积极鼓励科技创新，开
展的经内窥镜血肿清除术治疗高血压性脑

出血、瘤段切除肿瘤型膝关节假体置换根治

性治疗恶性骨肿瘤、自体表皮移植结合磨削

术治疗白癜风、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等手术

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２００８年共中标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１项（在研国家自然基
金４项）、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项目
１项，江苏省自然基金项目４项，江苏省教
育厅自然基金 １项，江苏省卫生厅项目 １
项，镇江市社会发展项目１２项，江苏大学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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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医学发展基金４４项；获得全国中西医结
合科学技术奖三等奖１项，江苏省科技进步
三等奖１项，卫生厅新技术新项目引进一等
奖１项、二等奖２项，镇江市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１项、二等奖３项、三等奖４项；举办国
家级继续教育项目２项、省级继续教育项目
５项、市级继续教育项目６项、国家及省级
学术会议４次；发表ＳＣＩ文章１２篇，中华级
杂志发表文章１５篇，核心期刊发表文章６２
篇，出版专著３部。体现了较强的技术科研
能力与较高的学术层次。

【教学工作】　医院强化教学工作，大力改
善教学条件，新外科大楼配备了２间多媒体
教室、９间示教室，建立了远程网络教学与
会诊中心，开展手术实时电教。医院积极组

织各教研室开展教研活动，成立双语教学督

导组，先后开展了临床实习生病历书写竞赛

与毕业实习技能考核、英语口语培训与英语

试讲，举办了教师理论讲课比赛，参加了校

第四届教学大赛与优秀多媒体教学课件比

赛，获三等奖，内科学入选校精品课程。完

成约１００００学时的教学任务，未发生教学事
故，带教质量不断提高。

【人才队伍建设】　２００８年引进博士２名、
硕士２７名、考录优秀小专业本科１２名。医
院切实加强学科带头人和医护骨干的培养，

有２名医疗骨干考取博士研究生，５名医务
人员考取硕士研究生。在医护队伍中，博士

５１名、硕士１６１名，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
员占医生总数的３６％，博士、硕士已经成为
医院医疗队伍的重要力量。医院还积极参

与省市人才工程选拔工作，目前有省医学领

军人才 １人、省重点医学人才 ２人、省
“３３３”工程培养对象４人、省医学会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 ６人、委员 ３８人，省高校
“青蓝工程”培养对象１人，市医学重点人
才２３人（约占全市２／３）、市医学会专业委
员会正副主任委员３７人，市学术技术带头
人１１人、市科技骨干２７人、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９人。
【医疗制度建设】　医院紧扣“以病人为中
心，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主题”的医院管

理年活动，坚持持续改进。从创新制度入

手，强化基础管理，在狠抓医疗核心制度落

实的基础上，制订完善了《每月工作质量通

报制度》、《行风督查制度》、《医德积分制考

核制度》、《医疗质量积分制考核》、《处方点

评制度》、《双休日节假日院领导值班督查

制度》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实用性的规章

制度，建立了以综合目标督查、等级医院督

查、双休日督查、行风督查为内容的、明查暗

访相结合的制度保障体系，形成了立体式、

全方位的医疗质量检查、考核和奖惩机制；

从三级责任入手，健全质管体系，建立了月

度百分制与年度千分制相结合的考评体系，

与各科室签订《综合目标管理责任状》，又

制订《医疗安全管理责任状》，明确规定了

医疗安全、医疗质量、工作效率的指标，由医

院、科室、个人层层签约，严格考核，形成了

医疗质量的三级责任管理体系；从重点环节

入手，重点抓好病历处方、高危科室、重点人

员、关键时间、危重病人这五个关键环节，持

续改进质量；从基本训练入手，对各级医护人

员坚持“三基三严”训练，定期开展理论与操

作考试，举办各类管理培训、病历处方书写培

训、传染病知识讲座、医患沟通培训、法律知

识讲座，开展病历质量、操作技能比赛等，努

力提高人员素质，医院在江苏省临床检验三

基竞赛中，获得了团体二等奖、个人２个二等
奖的好成绩；从整体护理入手，对护理工作实

行量化考核，强化护理安全超前意识，狠抓三

基培训和三严管理，认真组织规范化培训和

继续教育，先后开展了“护理满意工程”、“温

馨病房”、“满意１００％”等活动，促进了护理
工作的进一步规范化。医院在省卫生厅组

织的专题检查中，成绩多次名列前茅。在省

卫生厅公布的医政通报中，综合评价指标值

在全省２７所三级综合医院中再次位居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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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中央电视台还连续对医院成功救治

“一箭穿胸”病人与车碾男婴进行了专题

报道。

【服务理念】　医院积极转变服务理念，建
立完善出院病人回访制度，合理调整科室布

局与就医流程，举办窗口服务礼仪与职业形

象塑造、医患沟通、市民健康教育等讲座。

开展“温馨伴你行，满意在门诊”的主题活

动、“文明窗口”评比、学习人民的好医生冯

理达等活动，以此来创新服务理念，和谐医

患关系。出台有力措施解决群众看病就医

问题，重点强化门急诊窗口的建设。加强了

门急诊人员的配备，推出了无假日门诊和窗

口部门弹性工作制，增设挂号、收费窗口，实

行挂号、划价、收费一站式服务，检验科、Ｂ
超室等科室提前一小时工作，优化流程，便

捷服务。增开专家专病门诊每周２４余次。
门诊大厅强化“温馨服务站”建设，每个楼

层、诊室设置导医人员，为患者提供一站式

服务。院区开设患者服务中心，为病员提供

全方位服务，受到了患者的普遍欢迎。

【行风与文化建设】　医院强化行风建设，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以医德

医风规范教育为抓手，开展多层次、广覆盖

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和职业道德、职业责任、

职业纪律教育，与市检察院联合举办“廉政

文化展”，在镇江市率先与科室签订行风责

任状。通过实施不当处方内部公示和点评

制度、出院病人满意度调查制度、医德医风

积分考核制度、医疗收费公示查询制度，建

立起服务质量的约束机制。通过行风督查、

行风查房、行风评议和出院病人满意度函调

等形式，加强督导检查的力度，广泛征求群

众意见，提高社会对医院的满意度。深入开

展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反

商贿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在２００８年省卫
生厅对６０所医院出院病人问卷函调中，医
院取得了位居第十四位、在三级综合性医院

中排名第四位的较好成绩。在镇江市医疗

卫生行业服务质量社会测评活动中取得了

优异成绩。医院强化文化建设，开展“质量

创品牌、服务树形象”大讨论；以新外科大

楼创新服务为主题，开展“新大楼、新形象、

新服务”演讲比赛活动；利用宣传橱窗组织

“江大附院文化建设巡礼展”，提升发展理

念，促进和谐医院建设。

【基本建设与信息化建设】　医院稳步推进
基本建设，门急诊楼改扩建工程主体封顶，

进入内、外装饰阶段，原外科大楼改造为内

科楼工程完成了新方案图纸设计，进入施工

阶段。此外还完成了医技楼改造工程、高压

氧仓工程、影像系用房改造工程、外环境方

案设计等。一所园林化、生态化的基本现代

化医院初具雏形。医院加强信息化建设，建

成了ＨＩＳ系统、ＬＩＳ系统、ＰＡＣＳ系统，完成
了医生工作站、费用查询系统、医护信息管

理系统、设备管理系统、经济核算管理系统、

院长查询系统等，建立起覆盖医疗、服务、管

理全过程的医院管理信息系统，促进了科学

管理水平的提升。

（供稿人：许安庆　核稿人：沙志平）

出 版 社

·综　述·

【概况】　江苏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简称
江苏大学出版社）成立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８日，
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首批按照企业

化制度运行的出版机构之一。江苏大学出

版社由江苏大学全额出资成立，注册资本

５００万元。出版社目前拥有员工４９人，其
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１３人，具
有硕士学位的人员２８人。出版社下设七个
部门：行政部、财务部、总编办、出版部、营销

部、期刊部和图书编辑部。出版社的业务范

围主要包括：出版发行各学科专业所需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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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教辅图书及学术著作，各类科普读物和

一般文化读物；出版发行江苏大学主办的

《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

医学版和杂志《排灌机械》、《高校教育管

理》共五种学术期刊。经过一年多的试运

行，２００８年全年完成印刷码洋６５０万元，销
售码洋３７０万元。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
度２２项，对图书编辑部、营销部实行目标考
核，加大企业管理职能，强化激励机制。

【期刊工作】　２００８年共出版期刊３０期，其
中，自然科学版学报６期，社会科学版学报
６期，医学版学报６期，排灌机械杂志６期，
高校教育管理杂志 ６期，共发表论文 ５９５
篇；出版增刊、专刊 ８期，发表文章近 ５００
篇。所刊登文章的编校质量、期刊封面设计

水平、装帧质量均达到国家出版标准，且获

得主管部门及行业的好评。被收录率、影响

因子和转载量稳步提高。按照国际学术性

刊物的标准及各类收录、转载的规范性要

求，２００８年自然科学版学报刊登论文被 ＥＩ
数据库收录率为９８．５％，总被引频次达８１８
次，影响因子上升到０．８７２，今年开始被波
兰《哥白尼索引 ｉｎｄｅｘ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ＩＣ）》收
录；社科版学报二次文献转载量达３７篇，总
被引频次达 ２３７次，影响因子上升到 ０．
２８５；医学版学报总被引频次达２１０次，２００７
年被美国《化学文摘（ＣＡ）》收录论文 １１５
篇，影响因子上升到 ０．２４５，被《哥白尼索
引》列为来源期刊；《排灌机械》总被引频次

达３６０次，影响因子上升到０．８５６；《高校教
育管理》杂志的总被引频次达３４２次，影响
因子上升到０．５９３。内涵建设进一步推进。
重视稿源的学术水平和成果收集，各版学

报、杂志的基金论文比例大幅提高，其中，自

然科学版学报、《排灌机械》杂志已分别达

到１００％和９５．９％。通过增加科研成果刊
载比例，提高学报的“含金量”；通过部分学

报的改版、印制过程的质量跟踪等途径，提

高印刷装帧质量，２００８年度期刊全部为优

质品。《排灌机械》杂志完成了由技术应用

向学术理论的转型，在稿源质量、编排特色、

封面设计、英文编校等方面有所改进提高。

《高校教育管理》的“国外教育笔谈”栏目专

题发表介绍国外高校教育质量评估的文章，

反响较大。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成功举办了“高等
教育改革发展３０年论坛”暨高校教育管理
编委会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近３０位知名
高等教育界专家、教授到会，共商杂志办刊

之计，共谋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之略，提高了

江苏大学及出版社的知名度。荣获各类奖

项。积极创造条件申报各种奖项，借此扩大

期刊及出版社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２００８年６
月，在《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中，预测自然科学版学报被评为
“ＲＣＣＳＥ（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中心）中国
权威学术期刊”，社会科学版学报、《高校教

育管理》杂志被评为“ＲＣＣＳＥ中国核心学术
期刊”。２００８年１０月，自然科学版学报再次
荣获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奖，并由原来北

京大学图书馆农机类中文核心期刊进入综合

性科学技术类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２００８
年底，社会科学版学报分别进入中国社科院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２００８
版）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

总览》（２００８版），《高校教育管理》杂志进入
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

览》（２００８版）。
【图书出版工作】　 ２００８年出版社获批选题
６９种，按计划出版入库图书５１种，其中以版
权贸易的形式从国外引进图书１种。另外，
有６种图书重印，１种图书再版，相继组织策
划了“继续教育系列教材”、“高等院校会计

特色教材”、“党风廉政教育系列读本”等系

列图书，以及《与成功相约》、《注意力》、《决

胜网络》等市场图书，策划了重大选题《灾难

医学》、《中国农村发展６０年》等。控制图书
质量，构建核心竞争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相结合。认真组织选题审读和已出

·１４３·附属医院·出版社



版图书的质量审读，优化选题结构，强化对

选题内容及编校质量的控制。通过学习交

流、专家讲学、经验传授、职业资格考试、印

刷生产各环节监控等形式，提高编辑队伍和

出版发行队伍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以确

保图书出版质量。参加全省首个“职工书

屋”在徐州张集煤矿的共建活动、向灾区青

少年捐赠图书暨重建灾区精神家园活动、姜

堰“农家书库”共建活动、向中国现代文学

馆捐赠馆藏图书的公益活动；出版爱心图书

《飘舞的黄丝带》并与镇江市委宣传部、市

红十字会等单位在镇江市城市客厅广场联

合发起“黄丝带爱心资金”募集启动仪式暨

图书首发式；参加向青少年推荐优秀图书的

活动，所推荐的《与成功相约》、《飘舞的黄

丝带》被列为江苏省“向青少年推荐百种优

秀图书”，在２００８年省新闻出版局图书专项
质量检查活动中，其中的《飘舞的黄丝带》

一书在５０种抽查读物中位列第三，差错率
为０．１２％。２００７年所印制的图书，经江苏
省出版物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测，送检的

１２个品种全部为合格品，合格品率为
１００％，１１种为优质品，优质品率为９１．７％。
２００８年出版社网页共发布活动新闻３４篇，
图书信息４７篇。
【党建工作】　经学校党委批准，２００８年 ２
月成立了出版社党总支，按照党员分布和工

作分工，设立两个党支部，选举产生了党支

部书记和支部委员，第一党支部主要由期刊

部党员组成，第二党支部由图书编辑部与行

政职能部门党员组成。９月底召开了党总
支党员大会，并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党总支总

支委员会。党总支组织开展的“《飘舞的黄

丝带》传递爱心”最佳党日活动，荣获２００８
年度江苏大学最佳党日活动方案三等奖。

出版期刊情况一览

刊名 创刊时间 出版周期 开本 发行量 年载文量 国内刊号

《江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７．０１ 双月 Ａ４ １２００ １１０ 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８３８１

ＣＮ３２１７７４／Ｇ４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１９８０ 双月 Ａ４ １２００ １４５ 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７７７５

ＣＮ３２１６６８／Ｎ

《江苏大学学报》

（医学版）
１９８２．１１ 双月 Ａ４ ２４００ ９５ ＩＳＳＮ１００５６２５４

ＣＮ３２１１７１／ＴＮ

排灌机械 １９９９ 双月 Ａ４ １２００ ９９ 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６６０４
ＣＮ３２１６５５／Ｃ

高校教育管理 １９９１．０７ 双月 Ａ４ ４００ １５７ 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７７８３
ＣＮ３２１１６９／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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