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建+制度” 夯实战斗堡垒

马村区人民医院党委加强制度建设，
夯实党组织战斗堡垒，为医院发展注入强
大动力。

该院党委严格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牢
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充
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
实的作用，围绕区情院情积极打造焦作东
部百姓信赖的区域性医疗中心，建设廉
医、诚信、为民医院，大力营造凝心聚力、
团结务实、风清气正、创新发展的浓厚氛
围；积极开展每季度“逐党支部观摩、整党
委推进”活动，认真执行班子成员抓党支
部联系点、党支部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
职评议等制度，健全完善党委统一领导、
班子成员分工负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的基层党建工作格局。

该院党委始终坚持以“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为重点，以落实“三
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为基
础，抓严抓实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积极开
展党员评议活动，通过党员互评、领导点
评、群众测评，坚持每季度动态评出“服
务、学习、创新、敬业、美德之星”的党员

“五星”；不断加强党组织队伍建设，坚持
按照“把技术骨干发展为党员、把党员培
养成技术骨干”的理念，选优培强党员队
伍，逐渐扩大党组织覆盖面，将医院党建
战斗堡垒筑牢筑强。

“党建＋阵地” 筑牢发展新引擎

该院党委将医院文化建设融入党建
工作，打造“一室、一廊、一苑、一体”党建
阵地，建设标准化党员活动室、党建文化
长廊、党建文化苑，构建集职工健身、图书
阅览、谈心谈话、医患沟通等为一体的红
色港湾综合体，将党建与学习、服务、教
育、休闲、娱乐等融合起来，进一步激发党
员职工昂扬向上的工作热情，让红色基因
充分融入职工的血液。

该院深化党建带群建工作，坚持每年
举办春节联欢会、职工运动会、“5·12”国
际护士节演讲比赛、礼仪大赛，召开“中国
医师节”表彰大会；组织“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演讲比赛、“庆七一、走基层、促健
康”义诊活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职
工经典诵读大赛等活动，凝聚了人心，鼓
舞了士气。

2019年4月，在全市组织的第一季度
党建观摩活动中，该院党建工作受到市委
常委、组织部长路红卫和观摩组领导的一
致好评。

“党建+先进” 示范引领显成效

该院厚植红色沃土，充分发挥“党建+
先进”的示范带动作用，大力培育先进典
型，从先进典型中发展党员，树立白衣天
使的良好形象。

赵飞琴医生开出“0.19 元良心处方”

引发全国媒体广泛关注，市委书记王小平
来该院考察时接见了赵飞琴，并为她点
赞；市优秀共产党员、内科党支部书记、眼
科主任魏建房，数十年如一日刻苦钻研业
务知识，把患者的眼当成自己的眼，用双
手为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和希望；市优秀
共产党员、焦作市“身边的榜样”、妇产科
主任焦秀琴三十年如一日，用双手和无私
的爱缔造着一个个生命奇迹，一次次开出
几毛钱的便宜药方为患者解除病痛，一次
次用私家车送患者出院，成为患者及其家
属口口相传的“贴心仁医”；医院派驻马村
区演马街道魏村第一书记、优秀共产党员
张家甫，一心一意带领村民致富，为早日
建成扶贫车间，他自己动手装修，手上磨
出厚茧和血泡也无怨言；医院收费处主任
王恩泉帮助患者垫付0.68元药费，事小情
真，《焦作日报》连续5天在头版进行跟踪
报道，彰显了该院“仁心大爱、廉医为民”
的良好医德医风。

该院党员志愿者的红色身影不仅穿
梭在医院里，而且行走在偏远山村的角角
落落。该院成立了以党员为主体的党员
医疗服务队，在每年春秋两季，携带 B 超
机、心电图机、血糖仪、眼底镜等设备，到
辖区贫困村开展健康义诊、健康宣传教育
等活动，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
质、便捷的医疗服务。今年1月至7月，该
院党员义诊服务队累计服务群众1500余
人。

“党建+业务” 激活发展新动能

该院把抓党建和抓业务紧密结合起
来，实现“党建+业务”的深度融合。近年
来，该院学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先后建
起层流净化手术中心、标准化消毒供应中
心、重症医学监护中心、心血管介入治疗
中心、远程会诊中心、远程心电中心等十
大中心。

该院神经内科被市卫健委评为“市级
重点培育专科”，中医康复科被市中医管
理局评为“市级重点中医建设专科”。
2018年，该院开展新技术、新业务达14项，
在全市城区二级医疗机构率先开展了心
脏介入诊疗业务；今年上半年成功开展了
脑血管介入造影技术、腹腔镜微创疝修补
术等8项新技术、新业务；积极培育骨科、
耳鼻喉科、心内科为市级重点培育学科；
把疼痛科、皮肤科、妇产科列入该院特色
专科规划。

“党建+改革” 提升服务水平

该院坚持以群众利益为第一的医改
目标，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同时优化就
诊流程，改善就诊环境，与上级医院建立
医联体合作关系，共建专科联盟，最大限
度地服务群众。

该院认真落实“先住院、后付费”诊疗
服务模式，确保病人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治
疗；继续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2019年1月
至 7 月共让利患者 179 万元，切实降低了
医疗费用，减轻了群众就医负担。

该院强化医联体、医共体建设，先后
与省人民医院、郑大一附院、市人民医院
等建立医联体合作关系；与郑大一附院、
省人民医院等建立脑血管病专科联盟、血
液透析合作联盟等专科合作联盟；深入推
进与辖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共体建设，逐
步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
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建设远程会
诊中心，实现了省、市、区、乡远程医疗会
诊、医疗教育、远程视频会议的互联互通，
让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省市级专家
的诊疗服务；投资100余万元建设马村区
远程云心电诊断中心，使辖区群众在第一
时间得到心电检查、诊治，切实缓解了基
层医疗资源不足和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
问题。

截至目前，该院已会诊临床疑难病例
1400余例；影像会诊300余例；组织医务人
员参加远程医学教育180次，召开视频会
议若干次，受益医务人员3000余人次。

“党建+行风” 营造廉医环境

在马村区人民医院采访，记者注意到
每位班子成员、科室主任（医生）、共产党
员的桌子上都摆放着“廉情寄语”台签，上
面有温馨的家庭合影、亲人寄语和家风家
训。该院还为全院中层干部的家属制作
提醒家人廉洁行医、廉洁从政及期望的

“亲人的叮咛”微视频，时刻提醒医务人员
知底线、明底线、守底线。

走进该院，还会被一种浓浓的廉政文
化包裹。该院利用院内有限空间，在办公
楼的走廊大厅、游园等地，精心打造“一路
两园一廊一室”廉政文化阵地，制作富有
家风传承内涵的廉政文化版面，让医务人
员、家属及患者时刻感受到清廉文化气
息，让党风党纪入脑入心。

近年来，该院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
“一岗双责”，健全完善“三重一大”和谈心
谈话制度；围绕“九不准”修订完善医风医
德考评实施方案，严肃查处医疗购销和医
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建立激励约束机
制，把医德医风纳入常规考核评价中，持
续开展“无红包医院”创建活动，筑牢拒腐
防变的道德防线。

该院还积极开展“三好一满意”活动，
坚持开展住院病人满意度调查、护理满意
度调查，召开医患恳谈会、工休座谈会等，
多渠道、面对面征求患者及其家属的意见
和建议，及时改进服务质量，有效促进了
医院服务质量的提升。在该院开展的个
人向科室、科室向医院、医院向社会承诺
的“三级承诺制度”中，全体党员带头作出
公开承诺，自觉接受监督，连年实现党员

“零投诉”。2018年，全院医务人员收到锦
旗42面、感谢信10封，住院患者满意率达
98%。

马村区人民医院

本报记者 张 蕊 王 颖 实习生 原 源

———— 努力打造焦作东部百姓信赖的区域性医疗中心 ————

因开出0.19元药方而被国内各大媒体誉为“良心医生”的马村区人民医院儿科医
生赵飞琴，在8月17日召开的2019年“中国医师节”庆祝大会暨第三届中国医学人
文大会上被授予“白求恩式好医生”。在马村区人民医院，像赵飞琴这样的医生并非个
例。开出0.5元药方治好产妇便秘的妇科主任焦秀琴、用私家车接送贫困患者的眼科
主任魏建房、为老年患者垫付0.68元药费的医院收费处主任王恩泉……多年来，该院
厚植“仁心大爱、廉医为民”土壤，培育了良好的院风医德，涌现出一个个让患者感
念在心的好医生、好护士。

核心提示

近年来，马村区人民医院党委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医院高质量发展”的
理念，围绕“一切以病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宗旨，不断深化党建与业务
工作互促融合，把党组织的统领优势转化为医院发展优势，努力打造焦作东部百姓信
赖的区域性医疗中心。2018年，在全市14家二级以上城市公立医院考核中，该院门
诊均次费用和住院均次费用均为全市最低，医改指标综合考核成绩位居全市前列。
2019年6月，该院被市政府评为“2018年度焦作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先进单
位”，被市卫健委评为“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深化医改先进集体”。

核心提示

赵飞琴：马村区人民医院儿科医生，
当选全国“白求恩式好医生”。

本报通讯员 徐帅帅 摄

焦秀琴：马村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主
任（右二），焦作市优秀共产党员、“身边
的榜样”。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魏建房：马村区人民医院眼科主任，
焦作市优秀共产党员。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王红：马村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
任（中），焦作市学术技术带头人、2019年
度优秀医师。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张家甫：马村区人民医院派驻马村区
演马街道魏村第一书记，被评为马村区优
秀驻村第一书记。本报记者 王 颖 摄

王帆：马村区人民医院医保办职工，
荣获“河南省最美家庭”称号，入选今年8
月份“中国好人榜”候选人。

本报记者 王 颖 摄

马村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武军应邀参
加白求恩精神论坛，真情讲述该院与白求恩精神的
渊源。 本报记者 王 颖 摄

马村区人民医院每季度组织一次医患恳谈会，
面对面听取患者心声，征求患者的意见和建议。图
为恳谈会现场。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美丽的医院环境，让患者犹如置身花园之中。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结束语
马村区人民医院何以在群众

中赢得良好口碑？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医院高质量发展无疑是一剂
良方。

多年来，马村区人民医院“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紧紧围绕“一
切以病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健
康”的宗旨，响当当地把患者的健
康和利益放在了医院生存发展的
重要位置，厚植“仁心大爱、廉医为
民”土壤，培育良好院风医德，持之
以恒地提升为民服务的技术和本
领，为周边群众提供便民、惠民、高
效、优质的医疗服务，最终得到了
群众的信任，为打造焦作东部百姓
信赖的区域性医疗中心奠定了坚
实基础。

医院廉政文化随处可见。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马村区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在为患者作检
查。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马村区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在为患者做手
术。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马村区人民医院病房楼一楼大厅宽敞、明亮、
整洁。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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