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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在学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
和省、市卫生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医院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科学谋划，改革创新，凝心聚力，努力提

升医院内涵质量和运行效率，圆满完成了工

作目标任务，为建设高水平大学附属医院又

增添了新的实力与动力。

【医院顺利通过国家“三甲”医院评审，高水

平大学附属医院基本建成】　我院是原卫生
部１９９５年首批命名的“三甲”综合医院，高
分通过国家高要求的“三甲”评审是医院今

年的首要重点工作，全院上下奋发进取、同

心协力，谱写了医院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１．举措有力，对标补差。今年国家的“三
甲”医院评审模式新、要求严，总计３４９项、
１９６４条，５１项核心条款要求 １００％。在我
院之前评审的一些省市及部属大医院都没

能通过，这给医院形成了巨大压力。我院干

部职工积极变压力为动力，以等级医院评审

为契机，始终把“以评促建、夯实基础、科学

发展”作为目标推进迎评创建活动。成立了

等级医院评审工作领导小组，院长、书记任

组长，全面负责迎评创建工作。建立了院—

科—个人三级迎评责任制，层层签订迎评创

建责任书，分工到人，责任到人，督查到人，

奖惩到人，确保迎评创建工作落实到位。形

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上下齐心促发展的良

好迎评创建氛围。医院在迎评创建活动中，

严格按照《标准细则》对标补差，各项工作

得到了持续改进与提高。２．突出重点，展
示亮点。经过２０位专家、３天时间的严格
全面评审检查，专家组在反馈中评价：

（１）医院带领医疗集团已初步建成了分级
诊疗、双向转诊的新型医疗服务体系，为全

国全省公立医院改革付出了代价，做出了巨

大贡献；（２）医院建立的双休日、重大节假
日综合督查制度，有效地保障了非常规工作

时段的质量安全，应该在全省行业内推广；

（３）不断优化便民惠民服务举措，大大提高
了社会的满意度，连续在省内百家医院中名

列前茅，实属来之不易；（４）抗菌药物临床
应用管理规范，全院抗菌药物使用率控制在

５０％以内，药占比更低至３０％以内，在全国
百家医院考核中名列第一，为全省医院增光

添彩；（５）依托数字化信息工具，建成了远
程会诊中心，提高了医院诊疗水平，免除了

病人奔波求医之苦，效果突出；（６）心内科、
急诊科、核医学科、检验科等科室管理科学、

规范，各项核心制度能够有效落实，核医学

科放射药品的管理非常严格，质量管理规

范，应作为科学管理的典型；（７）重视抗肿
瘤药物的分级授权管理，保证了抗肿瘤药物

的使用安全；（８）医院高度重视护理创建工
作，护理工作成效显著；（９）医院高度重视
高危、特殊科室的护理和感染管理，其中手

术室、供应室、新生儿病房、血透室、口腔科

等重点部门布局流程合理，各项规章制度、

工作常规、操作规程等健全，并且能够有效

落实，做到持续改进。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ＩＣＵ能够将手卫生执行与耐药菌检出情况
加以分析研究，为感染的预防控制提供了有

效的数据支撑。专家组认为医院作为江苏

省公立医院改革的试点医院和资深三甲医

院，特别是近年来，在医疗、临床、科研、医学

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医院的管理、

质量、安全、环境和服务又有了新的巨大进

步，已经成为一所高水平的三甲医院和大学

附属医院。

【攻坚克难，医院运行质量又有新的提升】

２０１３年，镇江市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医改政
策，破除了“以药补医”的历史现状。药品

零差价、工作量及均次费用零增长，致使医

院的可持续发展与职工收入的增长问题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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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严峻形势。在非常困难的形势下，医院努

力适应医改新政策和新要求，严格执行医保

和新医药价格政策，不断提升科学管理水

平，降低运行成本，提高运行质量，医院保持

了稳中求进的良好态势。全年，医院共完成

门急诊１５１万人次，出院病人４．５５万人次，
同比增长６．２２％；实现业务收入８．１亿元，
总收入８．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５％；实现可
动用资金约９０００多万元，同比增长１６％以
上；争取国家、省、市财政拨款 ３０００多万
元，内审与外审相结合，节省资金５７６万元。
平均住院日为８．９５天，同比下降１．３６天；
门诊均次费用１６２元，出院均次费用１２２００
元，门诊和住院均次费用全省最低；所有运

行指标均控制在医改规定范围之内。医院

运行质量得到了省卫生厅领导和主管部门

的充分肯定，职工收入大幅提高。

【人才队伍建设又有了新的进步】　高水平
大学附属医院依赖于优秀人才的支撑。医

院不断加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引进，强化人才

队伍培养，制定了有效地吸引高素质人才计

划和激励机制，人才队伍素质又有了新提

升。今年，医院签约引进博士１０名、硕士４３
名，新增教授２人、副教授５人、高级职称５０
余人、博导２人、硕导３人。新增“省３３３工
程”人才二层次１人、三层次７人。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省委组织部在全省３００多名人
选中评定的９名“省双创人才”和“特聘医
学专家”中我院占３名。选送了２８名学术、
技术骨干分别到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际

一流的大学附属医院或医学研究机构培训

进修。他们体验了国际先进的工作理念，学

习了先进医疗技术，提高了科研创新能力。

一支高水平、国际化的人才队伍正在加快

形成。

【专学科水平进一步提升】　医院持续加大
重点专科建设力度，完善重点专科发展规

划，积极创建国家级、省级临床重点专科，推

进亚专科和专病诊疗中心建设。今年，有３
个专科基本达到省级临床重点专科标准，其

中１个已被评为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
目；又有２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基本达到国
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标准，已做好申报准

备工作。建成了心血管病诊疗中心和消化

道肿瘤诊疗中心。医院还被卫计委评定为

国家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和心血管冠脉

介入治疗培养基地。医院急诊科在省应急

处置技能竞赛中排名第二，检验科在“２０１３
年江苏省临床技能大比武”中取得了团体和

个人第一名的好成绩。

【科研教学能力显著提升】　医院始终坚持
医、教、研、防协调发展，不断鼓励科技创新，

提升临床教学水平，科研工作取得了新的历

史性突破，临床教学工作质量也稳步提高。

今年医院获得“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营养

与健康研究基金会”项目１项，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３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７项、省“六大人才高峰”项目１项，以及
其他省、市科研项目２６项。获得省科技进
步三等奖１项，卫生厅新技术引进一等奖１
项、二等奖３项，市科技进步奖７项。又建
成了１个市级重点实验室，中心实验室正向
省级重点实验室迈进。全年共发表论文

１８８篇，其中专著４本、ＳＣＩ论文４０篇、中华
系列论文１３篇、核心期刊论文５８篇。主办
国家级学术会议２次。建成了临床技能培
训中心和远程示教中心。在科研工作取得

较好成绩的同时，医院全年完成教学任务近

８５００多学时，获得江苏大学教学成果奖１
项，获得江苏大学首届双语及全英语教学大

赛一等奖１项；４人获得“江苏大学优秀硕
士生导师”称号，３人被评为江苏大学一级
学科（临床医学）方向带头人，１人入选“全
国高等教育医学数字化规划教材”（国家医

学电子书包）《核医学》编委，２人获得江苏
省２０１３年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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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资助，１２人获得“江苏大学医学部 ２０１３
年优秀临床带教老师”称号。同时，医院建

成了临床技能培训中心和远程示教中心，为

更好开展临床教学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奠定了基础。

【重大项目基本落实，为实现医院发展的新

跨越奠定了基础】　医院始终瞄准国际化、
高水平目标，先后引进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大口径、高分辨率ＰＥＴＣＴ、速光刀和细胞
治疗等重大项目。ＰＥＴＣＴ项目正式投入运
行，成功诊断多例早期癌症患者，为患者赢

得了宝贵的治疗时间和生命。医院与北京

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合作的细胞治疗项目

已成为许多晚期癌症患者的选择，绝望的生

命重新获得了新生的希望。医院与美国杜

克大学合作开展的亚洲第一的速光刀项目，

机房正在加紧建设之中，预计春节前后将投

入试运行。这些重大项目的开展为医院申

报国家级重大项目、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医院行风建设再上新台阶】　医院认真贯
彻落实国家、省、市和学校有关会议精神，不

断加强廉政建设，强化廉政教育，认真推进

预防职务犯罪廉洁风险防控工作。坚持定

期开展医德医风考评和查房，持续强化廉洁

行医意识，规范廉洁从医行为。继续深入推

进“无红包科室”创建活动，实行院—科—

个人三级承诺制，医务人员与每位入院患者

签订《医患道德合约》。严格规范高档药

品、耗材的使用和批准程序。医务人员全年

累计退回红包５３５人次，共５７３１００元，行风
建设成绩得到了社会的公认。今年，医院又

收获锦旗近４００面、表扬信５０多封，医院职
工队伍呈现出文明向上的良好风尚。医院

妇产科护理组荣获“江苏省巾帼文明岗”称

号；心内科主任严金川、检验科主任焦志军、

器械科张九如等３位同志荣获江苏省“我最
喜爱的健康卫士”称号；医院在２０１３年全省

１０１所医院出院患者满意度函调中获得了
第８名的好成绩，连续２年满意度名列全省
前十。

【平安医院建设取得新成果】　医院始终把
安全稳定当作医院工作第一要务，努力巩固

省“平安医院”建设成果。一方面通过规范

执业行为，完善医疗管理制度，狠抓医疗质

量，不断完善来信来访、投诉处理机制，提前

介入医疗不良事件，不断优化医患纠纷处置

程序，妥善处理各类医疗投诉和纠纷。医院

全年共接待处理各类投诉４７份，同比下降
１６．０７％；处置各类纠纷 ３８起，同比下降
２．１４％。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规
范化管理，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进一

步规范剧毒、麻醉药品及放射源管理，提高

各种安全防范能力，实现医院安全事故为零

的目标。不断加强保安队伍建设，持续推进

与公安部门的有力合作，充分发挥人防、物

防、技防优势，院内治安发案率较上一年度

同比下降了１０％，医院安全环境进一步优
化，事故发生率为“零”。

【加强党的建设，医院和谐发展呈现新局

面】　医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党风廉政建设，推动医院党建工

作深入发展。今年，医院成功召开了第三次

党员代表大会和二届五次职代会，有力地提

高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医院职工民

主政治生活水平又上新台阶；在深入实践活

动中，医院分别组织了“科主任、护士长”代

表座谈会、民主党派职工代表座谈会、普通

群众和青年职工代表座谈会等系列座谈会，

有力推进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

深入开展；医院成功举办了第五届医院文化

艺术节、第九届“博士论坛”和“清风伴我

行，满意在附院”主题实践活动，有效丰富了

“博爱、创新、奉献”的医院文化内涵；医院

工会、统战、团委、老干部和妇幼工作深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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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院工会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模

范职工之家”荣誉称号，孙炳伟同志被江苏

省总工会授予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院团委

被共青团江苏省委授予“江苏省五四红旗团

委”荣誉称号。医院的建设与发展成绩得到

了江苏卫视、《新华日报》、《扬子晚报》、《京

江晚报》及镇江网友之家等多家媒体约１６８
次报道。干部职工建院爱院情绪高涨，医院

呈现出了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

【医疗集团公立医院改革取得新进展】　医
院充分发挥核心医院作用，紧紧围绕“提高

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提高医务人员积极

性、提高社会满意度，降低医疗服务成本和

费用”目标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积极构建现

代医疗集团健康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了分工

协作、双向转诊、人民满意的现代医疗集团

健康服务体系；努力打造医疗集团特色医疗

健康服务，大力推进中医进社区、康复联合

病房建设、儿保康复一体化管理和老年护理

模式构建工作。加快推进医疗集团一体化

信息平台建设，医院投入５００万元全面升级
硬件平台，极大地提高了医院的系统运算效

率和信息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探索现代医疗

集团集约经营管理模式，实现了消毒供应的

集约式服务；医院不断加强对西藏、新疆等

地区医院及陕西省潼关县人民医院的对口

支援工作得到卫生计生委领导的大会表扬；

医疗集团整体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与上一

年相比，集团总工作量上升了５个百分点，
其中住院工作量上升了１０个百分点，社区
门诊工作量上升了１５个百分点。医疗集团
的公立医院改革成果得到了社会、领导和人

民群众的好评。集团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被评为国家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０１３年５月８日，毛伟明副省长视察医院时
充分肯定了医院的建设发展和医改成绩，并

对医院提出了更高期望：“要更好地发挥镇

江医改先行军和排头兵作用，走出一条具有

普遍推广意义的医改之路。”２０１３年，在全
院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在学校和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和关心下，医院各项工作稳中

求进，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又在建设高水平

大学附属医院的征途上留下了光辉灿烂一

页。成绩来之不易，凝聚着全体干部职工的

心血和汗水。我们在肯定工作成绩的同时

也清醒地看到仍然存在的诸多问题：个别人

员缺乏责任心、对工作不负责任已对医院的

可持续发展构成重大威胁；部分部门科室的

执行力不强影响着医院的运行效率；药品零

差价医药价格改革给医院发展带来了新的

严峻挑战；医院人才队伍和专学科建设、教

学科研能力与高水平大学附属医院还有很

大差距；医院债台高筑、财政政策落实不到

位已对医院的建设与发展形成一定影响；等

等。我们要高度重视医院建设发展中存在

的这些问题，认真研究加以破解。２０１４年，
医院将在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和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的道路上迈出新步

伐，我们要倍加珍惜近年来医院的建设发展

成果，不断加以丰富和扩大，进一步解放思

想，改革创新，攻坚克难，进一步完善现代医

院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和学科建

设，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进一

步提升教学科研和后勤保障能力，进一步建

设我们共同美好的家园，为建设人民满意的

研究型大学高水平附属医院而努力奋斗！

（撰稿人：许安庆　核稿人：戈国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