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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办医领跑成资医疗同城化
——我市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合作办医助推资阳医疗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胡佳音

“以前生病了，大家动不动就跑成都、重庆大医院找专家名医。如今，家门口有了华西医院的专家教授坐诊，不仅看病方便，还省了不少路费，根本不用
跑那么远了！”这，已经成为近些年资阳市民的普遍共识和感受。

而这一切，均缘于三年前，市政府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签订的深化办医合作协议，由华西医院领办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资阳医
院”成为该院第二名称，开启了资阳医疗高质量发展之旅，也成为了成资医疗同城化发展的见证和缩影。

在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市卫健委的直接指导下，在名院名医的领办下，资阳医疗水平整体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市民在医疗条件、医疗水
平、医疗服务方面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增强。

2016 年 3 月 15 日，一个里程碑式
的日子。

这一天，资阳市人民政府与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签订了深化办医合作协
议。同年7月，正式开启了第一轮合作。

三年多来，合作模式有哪些？取得
了哪些成效？给资阳人民看病就诊带
来了哪些改变？

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小档案——

医院始建于 1940年，设新区医院、
健康路院区二个院区和一个市级机关
医务室。总占地 232亩，总业务用房面
积 11.83 万平方米，编制床位 1220 张，
开放床位 1528张。

2017 年成功创建为三甲综合医
院，实现了资阳地区三甲综合医院零的
突破。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全
国改善医疗服务示范医院”。近三年
来，医院获国家级表彰 10项、省级表彰
37项、市级表彰 47项。

与华西的第一轮合作
方式和举措——

举措一：以“在位+在线”合作为主
线，华西引领医院加快发展。

华西专家“在位”工作。聘任 14
名华西医院专家分别担任市一院学科
主任、特聘专家，专家们定期来院开展
门诊坐诊、查房、疑难病例指导和手
术，手把手传帮带。现有华西专家 897
人次来院工作，诊治门诊病人 15519
人 次 ，疑 难 病 例 指 导 2845 次 ，查 房
5292 次，指导手术 335 次。20 个临床
科室与华西相应专科建立联盟，极大
带动了学科发展。

“在线”合作纵深发展。2017 年 6
月，资阳市远程医学中心、急诊远程会
诊中心在市一院建成投入试运行，实现
了向上与华西医院、向下与 26 家基层
医院的互联互通，成功开展三方远程会
诊、远程查房等。2018年，先后与华西
医院开通重症远程会诊、远程联合门
诊，极大地方便了疑难危重病人救治。
全院现已开展远程会诊 456人次，远程
联合查房 70余例（ICU），远程教学 410
次，培训学员 6000余人次。

深度融合共享华西优质资源。华
西医院医疗、护理、院感、宣传、运营、信
息化建设等管理专家来院现场指导工
作 150余人次，授课 239人次，开展惠民
义诊 40余次；市一院管理人员 300余人
次到华西医院学习，36名医师在华西规
培，43名护士在华西专科护士培训；华
西医院向市一院免费提供3名护理人员
到新加坡培训机会，这是该院护理人员
首次走出国门培训。与华西医院管理
研究所合作开办医院管理定制班，系统
学习华西医院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
方法。

举措二：以学科建设为核心，着力
提高医院诊疗技术水平。

在华西专家指导下，广泛开展各
学科新技术、新项目。其中，消化内科
开展的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经
内镜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ERCP）等
内镜诊疗技术处于行业内领先水平。
各专业微创技术、外周血管和肿瘤介
入、神经介入、心脏介入以及肿瘤综合
治疗等开展病例多、难度大，在省内处
于 先 进 行 列 。 建 立 多 学 科 诊 疗

（MDT）模式，组建了消化道肿瘤多学
科协作团队，诊治疑难肿瘤患者 150
人次。由市一院牵头，建立了资阳市
医师协会肿瘤分会及资阳市消化道肿
瘤多学科协作联盟，资阳市 7 家医院
加入联盟，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及技术
合作。领办后，四川省新生儿听力障
碍诊治资阳分中心、资阳市急危重症
孕产妇和新生儿急救中心等先后落户
市一院。

一组数据，彰显实效：2018 年，市
一院开展医疗新技术 32 项次，较领办
前增长 60%；开展省市科研立项 15项，
较领办前增长 114%。

举措三：以强化质量管控为重点，
规范诊疗行为提升服务品质。

借助医疗监管平台，持续改进医院
存在的问题。强化预警、排名通报、约
谈、绩效考核、不良计分、权限管理等多
种方式管控干预措施，结合预警数据，院
内提醒（诫勉）谈话4次、全院通报1次。

积极推行信息化临床路径管理。
截至今年 10月，该院共计发布启用 126
个病种，现该院临床路径共入径 13927
例，入径完成 10931 例，入径率 97.21%
(目标值≥50%)，入径完成率 78.49%(目
标值≥70%)，均符合国家要求。

启动 DRGs 综合评价工作。选取
更精细化的工具进行分析管理，有效控
制不合理医疗费用增长。

举措四：以人才队伍建设为支撑，
搭建合理人才梯队。

建章立制，规范运行。修订《医院
人员招聘制度》，成立卫生专业技术人
才招聘专家库，制定《人才引进和激励
管理办法》《管理后备人才队伍建设实
施办法》，多渠道公开选聘各类专业技
术人才及学科带头人，公平、公正选拔
23 名临床科主任助理，充实了科室管
理力量。

广泛开展学术培训。承办国家、
省、市级学术会 101 次，邀请省内外知
名专家来院授课 400 余人次。其中 2
次邀请到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樊代明院
士莅临市一院授课。凡在该院举办的
学术活动，均邀请资阳市及周边兄弟
友好医院的同行参加，带动区域学术
水平提升。

教学相长开展培训。选送优秀骨
干 2029 人次参加进修、2214 人次参加
短期培训。2018 年，该院教学工作获
成都医学院毕业生技能考核特等奖。
2019 年，该院在原有作为西南医科大
学、川北医学院、成都医学院等高等院
校教学医院的基础上，新增成为成都中
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举措五：以强化党建为统领，保障
医院健康稳定发展。

强化党建引领发展。2017 年 8 月
至 9 月，完成了党支部、党委、纪委换
届。制定《党支部目标考核细则》，各党
支部把责任落实到各党小组和每个党
员，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形成党政
上下齐抓共管的党建工作格局。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落实“一岗双
责”，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加强权力风险
防控，做到权责清晰、风险明确，管理有
力，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发生；抓好职业道
德、纪律和责任的教育，开展重点岗位人
员廉政约谈，坚持开展医德医风考评，严
肃查处违纪行为；坚持每季度对门诊、住
院、出院病人进行满意度调查，今年1—3
季度患者综合满意度达97.71%。

丰富医院文化建设。创新宣传渠
道打造医院品牌，组织 15 个科室开展

“品牌科室、品牌医生打造”活动；学习
借鉴华西医院视频晨会模式，制作“视
频院讯”在全院播放，及时传达医院信
息，宣传医院新风貌，受到职工好评。
拍摄 3 部微电影在省卫健委比赛中分
别获“最佳影片铜奖”“最佳导演银奖”

“最佳编剧奖铜奖”。

举措六：以改善诊疗环境为目标，
攻坚克难推进新区医院建设。

大力推进新区医院三期工程建
设。三期工程包括儿科诊疗中心、全科
医师培训基地、整体地下室，建筑面积
3.8万平方米，地上 16层、地下一层，设
置床位 680 张、停车位 278 个。今年 9
月 9日，医院老区科室陆续搬入新区医
院新大楼，改善了就医环境。

优化医院流程。利用新大楼搬迁
为契机，全面梳理医院流程，统筹优化
门诊就医、入出院办理、急诊急救、后
勤保障等各个环节流程，对新区门诊
诊室设置进行优化调整，按病种设置
诊室位置，方便了医务人员的交流沟
通，为病人提供更加精准的治疗。同
时，改善了群众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
众满意度。

与华西第一轮合作
取得的成效——

成效一：医院综合能力全面加强。
2017 年 1 月成功创建为“三甲”综合医
院，实现了资阳市“三甲”综合医院零突
破；2017年11月荣获“全国文明单位”称
号；2018年 12月荣获“全国改善医疗服
务示范医院”称号；2019年11月评为“四
川省三星级数字化医院”；2019 年 1-8
月全省 43家三甲综合医院 DRGs评价
报告中，排名较2017年进步14名。

成效二：学科建设成效显著。领
办后，泌尿外科通过省重点专科动态
管理评估，新增 2 个（急诊医学科、神
经内科）省甲级重点专科、5 个（肿瘤
科、医学影像科、普外科、消化内科、检
验科）省级重点专科建设项目、2 个

（急诊医学科、心血管内科）市级重点
专科，11个市级重点专科建设项目，20
个市级医疗质量控制分中心，新增省
市重点专科数量居全市第一，检验科
临床免疫及微生物学实验室评为“资
阳市重点实验室”，实现资阳重点实验
室“零”突破。

成效三：科研立项多点开花。开展
院内新技术、新项目79项，获省市科研立
项42项，获省市科技进步奖5项，国家发
明专利4项，医务人员发表论文450篇。

成效四：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华西
领办后，市一院引进的博士研究生由无
增至 27人，硕士研究生由 42人增至 88
人，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由108人增至
195人，7人次被评为“资阳市领军人才”，

2人被评为“四川省卫计委学术技术带头
人后备人选”，3人被评为“四川省新时代
健康卫士”，1人获“白求恩式好医生提名
奖”。新增288人在各类专业学会、协会
任职，医院人才队伍逐步发展。

成效五：诊疗范围不断拓展。领办
第三年，医院门急诊病人83.8万人次、出
院4.8万人次、手术1.4万台次，床位使用
率达106.7%，分别较领办前增长52.47%、
21.69%、33.44%、11.20%。

成效六：诊疗能力明显提升。领办
第三年，医院平均住院日 9.9天，较领办
前下降0.9天；三四级手术8166台次、介
入手术 1752 台次、住院病危病重 7310
人、住院疑难病例467人，分别较领办前
增长101.18%、60.29%、22.96%、357.84%。
2018年市域就诊率达93.65%，较领办前
增长3.72%。

成效七：与华西双向转诊工作持续
向好。2018 年转往上级医院 1102 人
次，其中转往华西医院 825 人次，占比
为 74%，华西医院下转市一院 176 人
次，较 2017 年分别增长 56.5%、61.8%、
30.4%。上转患者主要集中在儿科、心
内、神内、肿瘤、胸心等科室。

成效八：辐射区域逐步扩大。领办
第三年，雁江区以外的住院病人：安岳
县 710 人、乐至县 1381 人、资阳市外
3444 人，分别较领办前增长 168.94%、
335.65%、57.62%。

我们看到，市一院交由华西医院领
办以来，通过“管理输出+技术输出”、

“在位＋在线”相结合的合作模式，综合
实力大幅提升，并辐射带动全市医疗机
构发展，合作办医成效明显。

在第一轮合作荣耀结束后在第一轮合作荣耀结束后，，是否会是否会
接续开启新的征程接续开启新的征程？？

1111 月月 2121 日日，，传来好消息传来好消息：：资阳市人资阳市人
民政府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第二轮合民政府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第二轮合
作办医签约仪式举行作办医签约仪式举行。。

根据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致力于打造双方将共同致力于打造

区域医疗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全面提升资阳市第一人全面提升资阳市第一人
民医院学科建设民医院学科建设、、人才队伍人才队伍、、医疗技术医疗技术、、
科研能力及医院管理水平科研能力及医院管理水平，，并引领辐射并引领辐射
带动资阳市区域各级医疗机构的技术带动资阳市区域各级医疗机构的技术
水平与服务能力整体提升水平与服务能力整体提升。。同时同时，，将全将全
力构建力构建““华西—资阳华西—资阳””分级协同医疗联分级协同医疗联
合体合体，，切实提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切实提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
平性与可及性平性与可及性。。

““当前当前，，随着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随着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
展展、、天府国际机场加快建设天府国际机场加快建设、、成资同城成资同城
化发展不断推进化发展不断推进，，资阳的区位优势更加资阳的区位优势更加
凸显凸显。。””对新开启的第二轮合作前景对新开启的第二轮合作前景，，双双
方医院充满信心方医院充满信心。。

““本次签约本次签约，，将会让更多资阳群众将会让更多资阳群众
在家门口更好地享受优质高效的医疗在家门口更好地享受优质高效的医疗
服务服务。。””群众对此充满期待群众对此充满期待。。

第一轮合作

领办新模式 开创新业绩

第二轮合作

持续深化合作 全域辐射提升

华西专家在市一院义诊。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资阳医院新院区。

华西专家研究患者片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