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所人民的医院，建院 71 年来，始终以“人民满意与否”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一路风雨征程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践
行着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神圣诺言。

在这 71 年沧桑变迁的历史长卷中，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年，是
医院发展过程中尤为重要的时期。这 40 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
医院这个情系全区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区域医疗中心，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6 年至 1988 年，医院连续 3 年被评为全国卫生文明单位，

被誉为全国卫生改革的一面旗帜。从此，医院翻开崭新的历史篇
章。1992 年，医院更是获评首批全国三级甲等医院，成为全区卫
生事业的龙头和领军团队。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医院在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进程中，紧紧围绕“树名医、建名科、创名牌”发展理念，通过不断
创新服务举措、强化质量安全、加强学科建设、推进优质护理等，
使广大患者切实感受到了人民医院为人民的片片温情。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个历经 71 年风雨沧
桑的人民医院，她的每一次发展创新，总会令人耳目一新，她的每
一项惠民举措总能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温存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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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的名义创建人民满意的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创新发展巡礼

创新服务举措创新服务举措
让患者感到舒心让患者感到舒心

2018 年 6 月 12 日，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声，一
架橘白两色相间的直升机，垂直降落在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医院的门诊楼前。现场，急救人员将一名患
者从 120 急救车上快速运到直升机上，待地面指挥
员做出指令后，直升机立即起飞，飞向蓝天。

也就是从那天起，在首府搭乘直升机急救看病
成为了现实！

2018 年 10 月 29 日，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筹划的“共享轮椅”正式投入使用，患者只需拿出手
机，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在页面提示下完成注册并
交付押金，即可使用。

这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在持续改善医疗
服务行动中，推出的又一项便民举措！

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想患者所想，急患者所
急，这是医院自建院以来就遵循的办院方针。

近年来，“挂号难”“看病难”一直饱受群众诟
病。为了方便群众就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在
不断优化就诊布局的同时积极创新举措提升群众
良好的就医感受。

以新门诊综合楼投入使用为契机，医院按照专
业类别，把内科、外科、妇产科等科室设置在不同的
楼层，合理分流就医群众。为了方便患者做检查、
少跑路，医院还把各功能检查科室，如超声医学科、
内镜中心、医学检验科等进行有效整合，全都集中
在 3 楼的同一个区域。

针对群众“挂号难”，在门诊楼 2 至 8 层均设置
了挂号收费窗口。同时，利用互联网+云平台，不断
完善医院门户网站，建立微信公众号，开通了网上
预约挂号、专家服务咨询等；不断优化自助服务系
统，在门诊配备自助综合机、自助挂号机⋯⋯切实
解决群众“挂号难”的问题。

为解决门诊“排长队”看病问题，医院合理调配
医疗资源，增加了各专业出诊医师数量，实行高峰
期弹性排班制度，通过医院配置的各种自助设备，
让患者自行打印检查结果，极大地缩短了患者的就
诊时间。

“小心台阶”“小心地滑”“上行电梯”“下行电
梯”⋯⋯随处可见的提示标识，集诊断盖章、医保服
务、用药咨询、投诉建议为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台”，
还有各诊区配备的饮水机、候诊椅⋯⋯各种人性化
服务举措，让人总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推进优质护理推进优质护理
让患者感到温心让患者感到温心

推进优质护理，优化患者服务是深入改善医疗
服务行动的必经之路。

医院护理部积极落实相关文件精神，组织开展
改善护理服务专项检查，通过实地查看、访谈医护
人员、患者和家属等形式，对全院护理服务质量进
行全面巡查，而且，对在巡查中发现的问题，明确责
任部门进行整改。

医院通过健全三级管理体系，使优质护理服务
病区覆盖率达到 100%。近年来，医院护理队伍不
断壮大，现有病房护士 1368 人，病房床护比为 1:
0.47，临 床 护 理 岗 位 护 士 占 全 院 护 士 的 比 例 为
96.9%。急诊科固定护理人员占在岗护理人员的
100%，重症监护病房护患比为 1:2.0，新生儿监护
病房护患比为 1:1.6。

除护理人员的数量优势以外，医院还明确责任
制度，即病人从入院到出院，由一位护士全面负责
并提供整体性、连续性护理，负责全部护理活动的
计划、实施与评价。为做到“人人管床”，医院还推
行床旁责任制，加强对患者的整体护理。

各科室积极探索新的护理工作模式，将优质护
理服务延伸至门诊、急诊、手术室等护理单元，全面
落实优质护理。各科室结合专科特点进行个性化
排班，为患者提供连续、全程、无缝隙的优质服务，
开展了伤口造口护理、糖尿病足护理、PICC 及糖尿
病健康教育门诊，使护理服务能够专业更强、覆盖
更广，时效更长。同时医院护理部积极开展对口帮
扶，指导下级医疗机构开展优质护理，培养优秀护
理管理人员。

医院定期组织开展电话回访、护患座谈会、行
风座谈会等活动，通过回访、座谈等形式，了解患者
出院后状况，指导其正确的生活方式、家庭护理方
法、康复锻炼方法，提供心理疏导，提醒复诊时间
⋯⋯根据患者不同阶段进行追踪回访，在促进患者
康复的同时，也搭建起了护患之间友谊的桥梁。

医院还组建了南丁格尔护理志愿服务队，启动
了“深入开展志愿服务在医院，打造一支永远不走
的学雷锋服务队”主题志愿服务活动。相继开展了
门诊导医、助医，住院患者送书送科普，专家志愿者
大讲堂、三下乡义诊咨询等活动，一系列志愿服务
活动的开展，深得群众的好评与点赞。

“我们将以只争朝夕的冲劲，求真务实的干劲，
撸起袖子加油干，奋力开创医院工作新局面，以人
民的名义创建人民更加满意的医院！”院长孙德俊
表示，未来，全体医务工作者将继续砥砺奋进，交出
让人民更加满意的答卷！

（本版文/图均由丁瑞 王博阳提供）

加强学科建设加强学科建设
让患者感到信心让患者感到信心

如果说追求精湛的医术是医院发展的永恒主题，那么
教学和科研就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近年来，钟南山、沈
祖尧、付小兵、孙颖浩等 11 位院士专家工作站先后落户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这些国内医学领军人物和专家团队
的引进，使医院在学科建设、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得到
快速提升，也开创了医院以院士专家工作站为依托，学科品
牌优势和技术优势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在学科建设方面，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拥有 2 个国家
级临床医学重点建设学科、1 个全国卫生系统医学工程重点
学科、11 个自治区临床医学领先学科、16 个自治区临床医学
重点学科，以及 2 个自治区蒙医、中医重点专科，成为全区国
家级、自治区级领先、重点学科最多的三级甲等医院。在学
科群建设方面，由心脏中心、肿瘤中心、老年医学中心牵头的
医院各个学科群建设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目前，心血管、呼
吸、消化、神经、骨科等5个院内疾病诊疗中心已初具规模。

在学科发展平台搭建方面，国家卫健委高级脑卒中筛查
与防治基地、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血液净化规范化
管理和控制基地、临床医学工程研究基地等13个国家级基地
的入驻，全国脑损伤质控评价中心、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中
国急性心肌梗死救治项目、内蒙古协作救治中心等11个中心
相继建立，以及自治区16个专业质量控制中心的挂靠，使医院
得以在全区乃至全国更大的学科平台上崭露头角。

自治区肿瘤研究所、自治区老年医学研究所、自治区泌
尿外科研究所这 3 个临床医学研究所的建立，以及自治区运
动医学中心、自治区骨关节疾病诊疗中心等的成立，使医院
在推进全区层面临床医学平台建设和医学科学研究中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

为更好地适应现代健康发展需求，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依托雄厚的专家团队、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多学科合作的综
合技术水平，为前来进行健康体检的人员提供全面、专业、
人性化、高品质的健康管理服务，努力打造医院健康体检服
务品牌。

在教学工作和人才培养方面，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作为内蒙古医科大学和包头医学院的临床医学院，眼光长
远、严谨求实、脚踏实地，从最初的两段式管理，到现如今的
全日制教学，始终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坚持立德树人为根
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加强对学生的培养和教育。

为推动医院整体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自 2010 年 9 月
成立临床医学院以来，累计招收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 1066
名，硕士研究生 474 名，2014 年与武汉大学联合办学培养临
床在职博士研究生 134名。目前，拥有博士生导师 2名、硕士
生导师116名，教授、副教授41名，理论课授课教师305名。

通过大力办学及建立人才引进和培养平台，医院的人
才队伍如雨后春笋不断发展壮大。现有高级职称 878 人、
知名专家 189 人、博士学位 269 人、硕士学位 704 人、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8 人、国家卫计委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 2 人、自治区杰出人才奖 3 人、自治区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 16 人、自治区草原英才 36 人、自治区草原英才创新团
队 13 个、自治区“321”人才 36 人。

一路走来，医院涌现出了像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奖”的孙德俊、荣获“中国医师奖”的赵兴胜、荣获“国家脑卒
中防治基地优秀院长奖”的袁军、荣获“第 45 届南丁格尔
奖”的邢彩霞和荣获“白求恩奖章”的刘建平等一大批优秀
的高端医疗技术人才及管理专家。

高水平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医院的技术提高和突
破打下了坚实基础。医院的新技术、新业务逐年递增，以往
的手术“禁区”不断被突破，除诊治常见病、多发病外，专家
们积极运用高、精、尖技术，攻克了许多疑难杂症，填补了多
项自治区医学空白，创造了自治区多项先例。

目前，医院在心内介入治疗，显微外科、3D 腹腔镜、心
脏瓣膜置换、冠状动脉搭桥、骨关节置换等手术，分子治疗、
角膜移植、骨髓与造血干细胞移植，人工耳蜗、医学辅助生
殖等技术方面跨入全国先进行列。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
微创技术，在医院介入放射科、神经科、肿瘤科、呼吸科、骨
科、普外科、妇产科、心血管科等专业科室应运发展中已构
成了新型的医学体系，并成功参与国际国内论坛，进一步拓
宽全区医学新观念与新领域。

此外，在民族医药技术创新领域，医院依托蒙中医药的
特色优势，加强蒙中医药基础设施和标准化建设，实施蒙中
医药科技创新工程，促进民族医药振兴发展。医院设立肝
病专病门诊，在肝病及其并发症防治方面创新性的实现蒙
中西药并用，在抗肝纤维化上效果显著，大大提高了肝病患
者的生活质量。

强化质量安全强化质量安全
让患者感到放心让患者感到放心

为患者提供切实的安全保障和高质量的医疗
服务是医院几代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为保证
医疗质量，全面保障患者安全，医院领导经常带领
医务、护理、质管等部门专家深入临床一线检查督
导，认真落实医疗安全核心制度。

为防范医疗事故的发生，医院制订了非计划再
手术管理制度和跟踪医疗安全事件报告制度，开展
针对术前手术部位标记、手术安全核查、手术风险
评估等内容的常态化检查，有效保障了手术患者安
全，极大地降低了医疗事故发生率。

感染控制科每月都要对临床、医技科室手卫生
设施的配备情况及医务人员手卫生的执行情况进
行督导检查，要求手卫生设施种类、数量、安放位置
等必须符合《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目前，医务人
员手卫生依从性及正确率已达到 90%以上。

规范诊疗是医院管理的重要部分，为加强临床
路径管理，医院采取了分管院长与科主任约谈、路
径管理员培训、重点科室现场培训等方式，促进了
临床路径推广工作的合力开展。

医院还不断加强对药物不良反应的防范、报告
和处理。通过组织开展药物不良反应和合理用药
培训讲座，对全院临床科室的运行病历进行抽检，
及时纠正不合理用药现象，有效提高了医务人员合
理用药的自觉性。

在临床药事质控工作中，临床药学科及时调
研、反馈临床科室对医院临床药事质控工作的要
求，采用 PDCA 循环模式，逐步形成符合医院特点
的临床药事质控标准化工作体系，完善临床药事质
控管理的评价标准、考核方案及流程。

院长孙德俊参加义诊。

团结奋进

、务实求新的领导团队

。

2018 年 6 月 12 日，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医院航空救援基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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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节

，医院为获奖护士颁奖

。

儿科护士精心呵护患病儿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