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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健康资阳进发

——2020 年我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综述
□ 全媒体记者 李小凤

一次次逆行 交出硬核抗疫
“成绩单”

援鄂医务人员在重症监护室查房。

大战中见初心,大考中见党性。在抗击疫情期
间，市卫健委党组强化组织领导、夯实支部堡垒、塑
造党员先锋、组建“临时支部”，全力以赴投入疫情防
控阻击战，我市数千名医务人员不畏生死、冲锋在
前，用血肉之躯筑起护佑生命的钢铁长城。
2020 年 11 月 24 日，2020 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资阳市第一人民医
院护理部主任、
主任护师曾素兰以
“机关事业单位一线
工作人员（抗疫一线医务工作者）”
身份当选全国先进
工作者。2020年11月17日，
市卫健委被省委省政府表
彰为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这一荣誉是 45
名医疗队员驰援湖北，
广大白衣战士挺身而出，
以生命
赴使命，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中，
交出的一份硬
核
“成绩单”
。
2020 年 1 月 26 日，全市发现第一例确诊病例，
3 月 12 日所有病例清零。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全市累计发现并治愈确诊病例 4 例，连续 9 个月无
新增病例，实现了本地病例零传播、医务人员零感
染、治愈病例零复发的目标。
为防患于未然，我市积极组织培训演练，按照新
版防控方案对 1 万多名医务人员、8200 多名社会卫
生员进行培训。开展医院流程再造，强化医院院感
防控，加强市场、超市和冷链产品等环境载体检测，
为 100 多场重要活动、会议等提供防控保障，确保了
资阳平安、人民健康。

一项项举措 为我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强筋骨”
成绩固然可喜，但常态化疫情防控以及公共卫生
服务能力提升才是为我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强筋
骨”的有力举措。
据了解，
2020 年全市传染病防控形势总体稳定，
积
极落实艾滋病、结核病等重点传染病专病专防策略。
HIV 检测 113.07 万人次，
检测覆盖率 45.01%，
同比提高
3.12 个百分点；
抗病毒治疗 4505 例，
抗病毒治疗覆盖率
94.54%，
同比提高 2.23 个百分点；
无新生儿感染 HIV 报
告。登记共发现 肺 结 核 患 者 1052 例 ，治 疗 成 功 率
94.55%，无学校结核疫情发生。严格落实 12 类国家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城乡居民电子健康建档率 96.60%；
全面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智能化服务，常住人口签约
170.80 万人、签约覆盖率 67.97%，重点人群签约 92 万
人、签约覆盖率 84.49%。持续推进慢性病综合示范县 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为群众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区）建设，推行慢性病全程规范化管理和诊疗新模
式，乐至县被国家心血管病中心评为全国心血管病高 开展预防接种质量提升行动，疫苗追溯和冷链监测系
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先进项目点。组织
统覆盖全市，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均在 90%以上。

一台台手术 见证我市医疗服务水平大提升
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成功实施三叉神经痛微创手术。

市人民医院肾脏（老年病）科
实施即穿型人工血管旁路移植术。

2020 年 ，面 对 来 势 汹 汹 的 新 冠
肺炎疫情，市卫健委在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群防群控、联
防联控”的疫情防控机制，带领广大
医护人员齐心战“疫”，全力以赴打
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同年，全市卫健
战线不断深化综合医改，持续提升
医疗服务水平，提高基层医卫能力；
大力开展健康扶贫，在工作中着力
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在向健康
资阳进发的征途上，交出了一份值
得喝彩的答卷——
这一年，我市卫健系统 1 人获评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
人”。市卫健委、市第一人民医院、市
人民医院党委、市疾控中心党支部等
被表彰为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集体，市人民医院党委、市疾控中
心党支部同时被表彰为全省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基层党组织，20 余名
职工被表彰为国省先进个人，2 名同
志获资阳市第六届“感动资阳”人物
称号（抗疫专项），13 条防控经验在全
省推广。
这一年，我市与省部级医院合作
办医模式不断成熟扩展，医联体人才
协同发展模式在全省人才工作会现
场推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资阳医
院“学科+运营”融合发展案例获得
全国医院擂台赛西南赛区最佳表现
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卫生健康区
域协作奠基起步，与重庆市铜梁区、
涪陵区医疗卫生协同发展启动。
这一年，我市国家卫生城市创建
首创成功，无偿献血工作连续 14 年 7
届被评为全国无偿献血工作先进市；
卫生人才队伍增量提质，开展“人才
引进高校行”活动，同 200 余名医学生
达成意向性协议，签约硕士研究生 78
名，引进各类卫生人才 1039 名。出台
激励关爱一线医务人员的 14 条政策
措施，14 名医务人员入选资阳市第四
届领军人才计划，其中 4 人被省卫生
健康委评为学术技术带头人或后备
人选。
这一年，我市公共卫生补短板建
设明显提质提速，疾控专业人员数量
增加 19.30%，24 个公共卫生重点项目
全面开工建设。
“ 互联网+医疗健康”
加快推进，建成“互联网+健康资阳”
信息平台，11 家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实
现全流程互联网就医服务，群众看病
就医便捷性明显提高。
一张张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背
后，是资阳卫健人不断拼搏、上下求
索的坚实足印。

2020 年5月20日，
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成功实
施一例三叉神经痛微创手术，
短短十余分钟就替83岁的
高龄患者解决了困扰30余年的面部疼痛问题。同月，
市
人民医院完成了全市首例即穿型人工血管旁路移植术，
帮助多年肾病患者新建透析
“通路”
……我市各家医疗机
构不断挑战高难度手术，
成功突破多项资阳
“首例”
技术
难关。一台台手术，
见证着我市医疗服务水平的大提升。
这一年，全市以合作办医为抓手持续推动市级龙
头医院加快发展，省内知名专家带着技术来到资阳，
一拨又一拨资阳医护人员外出“取经”。其中，市第
一人民医院新聘 3 名华西专家为特聘专家，引进付小
兵院士（团队）、成都八大处医疗美容医院开展创面
修复医学整形美容中心
复医学整形美容中心、
、整形美容学科建设
整形美容学科建设；
；市人民
医院引入“ 邱明星教授工作站
邱明星教授工作站”
”及“ 前列腺癌诊疗一
体化中心”
体化中心
”；市人民政府
市人民政府、
、市妇幼保健院与华西第二
医院签订新一轮合作办医协议。
医院签订新一轮合作办医协议
。 同时
同时，
，成德绵眉资

区域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卫生健康区域协作进入
新阶段，首批 6 家医院加入 5 个成德绵眉资区域专科
联盟，与重庆市铜梁区、涪陵区签订医疗卫生协同发
展合作协议。
如何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多优质医疗服务？
去年以来，我市在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出实
招，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让群众就医更优
质、安全、便捷。市第一人民医院建成全市首家标准版
胸痛中心，市中医医院建成全市首家标准版心衰中心，
市人民医院启动雁江辖区基层医疗机构胸痛救治单元
建设。88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对照国
家服务能力等级标准开展对标建设，62 所达到基本标
准，14 所达到推荐标准。雁江区丹山镇卫生院建成全
市首个乡镇卫生院重症医学科。资阳市临床检验质量
临床检验质量
控制分中心（挂靠市第一人民医院
挂靠市第一人民医院）
）荣获全省临床检验
质量中心优秀分中心称号。
质量中心优秀分中心称号
。

一个个改变 释放医改健康红利

资阳市远程急诊会诊中心帮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专家服务。
对住得偏远的村民来说，看病曾是一件麻烦事。而如
今，全市的村卫生室诊疗设备“五脏俱全”，还经常有专家下
乡诊治。
分级诊疗制度是深化医改的关键。为破解看病难的问
题，我市稳步推进城市医联体、县域医共体建设。通过整合
区域医疗卫生资源，上下联动，优质医疗资源逐渐下沉，更多
基层患者可以就近得到及时救治，
“ 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
县”已成为现实。目前，县域内就诊率 92.62%，绝大部分病人
在本地基层看病就医。
全年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7 大项 28 小项医改任
务大部分实现阶段性工作目标，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更
加有力。全市 5 个三级公立医院实施绩效考核，启动二级公
立医院绩效考核。推进市第一人民医院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试点工作。建立医疗“三监管”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完成医
疗“三监管”市级平台建设并运行。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
见实见效，已建成“互联网+健康资阳”信息平台，上线“健康
资阳”APP，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市人民医院实现电子健康卡
“一卡就医”，11 家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实现网上分时段预约
诊疗、诊间支付等互联网就医服务。
卫生健康工作做得好不好，关键要看群众满不满意，尤
其是老人、孩子、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是提升群众
健康获得感的关键。
为此，我市深入实施母婴健康安全行动，严格落实母婴
安全五项制度，推进孕产妇和新生儿危重症救治中心建设，
巩 固 提 升 母 婴 安 全 水 平 。 2020 年 ，全 市 孕 产 妇 死 亡 率 为
4.57/10 万 ，创 历 史 最 低 ，同 比 下 降 72.15% ；婴 儿 死 亡 率
1.87‰，同比下降 12.21%；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3.61‰，同比下
降 9.30%。推进医养融合发展，全市设立 8 个医养结合机构，
申报 3 个省级医养结合示范机构。全市 65 岁以上老人健康
管理率 82.37%，为 2010 名贫困失能老人提供针对性健康管
理，在 6 个社区开展老年心理关爱试点工作，为 2246 名老人
提供心理关怀服务。举办全市首届养老护理、日间照料职业
技能提升培训项目。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基础建设和监管
责任体系，开展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对 376 家生产经营企业
开展职业危害因素现状调查，集中开展非煤矿山、冶金、建
材、水泥等重点行业粉尘危害专项治理行动，对 22 家重点危
害企业进行专项治理。
没有全面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2020 年，我市已经消
除基层医疗“空白点”，健康扶贫挂牌督战发现的 726 个问题
全部清零；在家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率 100%、健康体检率
100%；贫困人口就诊 36.58 万人次，其中住院 70820 人次，住
院费用个人支付比 7.91%；乐至县成功完成国家脱贫攻坚考
核，至此，我市 3 个县（区）全部完成考核；市卫健委被评为全
市脱贫攻坚先进行业主管部门。
“乘势而上，
擘画未来，
2021 年是
‘十四五’
开局之年，
我们
将进一步朝着健康资阳进发。
”
市卫健委主任高远表示，
“健康
资阳建设，
凝聚着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共同理想，
需要全体
卫生健康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更需要全社
会共建共享、
共同努力，
让资阳人民生活得更健康、
更美好、
更
幸福。
”

资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资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
资阳网 www.zyr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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