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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机制：
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要实现小病在基层的关键是诊断问
题，利用远程医疗可以为患者的诊断和治
疗提供参考，避免基层患者不必要的奔波，
也防治延误病情，小病拖成大病，从而因病
致贫。”安康市中医医院远程医疗办公室主
任王道军说，“与大医院探讨交流的过程，
对基层医生的诊治能力的提升也有很大帮
助，通过这种形式学习效率更高，有效化解
了工学矛盾。”

但远程医疗平台要正常运转、切实发
挥效用，必须得有一套紧密、科学的运行
机制。安康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既
为平台做好顶层设计，又多次听取汇报协
调解决问题。安康市卫生健康委牵头组
建了安康市心医国际远程医疗平台领导
小组，安康市中医医院也成立了相应的领
导机构，制订出台了《安康市中医院远程
医疗服务管理办法》，组建了管理及技术
团队，配备专职人员负责远程医疗系统业
务运行、制度建设、接入申请、运行监控、
维护保障、绩效考核、信息公示、督查奖惩
等工作。

在会诊专家的管理上，安康市中医医
院建立了严格的遴选机制，组建了远程医
疗专家库，该院医学影像科开展了影像图
像远程诊断业务，开启24小时全天候诊断
服务模式，使基层急危重病人得到及时、有
效的诊断。为了给更多疑难杂症寻找智力
支撑，该院还积极同广东、西安、北京、上海
等著名医院的专家沟通协作，以满足基层
医院更高层次的会诊需求。

为减轻基层负担，安康市中医医院先后

投入100余万元为全市103家镇卫生院免费
投放远程医疗设备，畅通远程医疗通道。

为打消各成员单位的顾虑，安康市中
医医院建立了远程会诊运行通报制度，定
期通报平台运行情况及各成员单位的会
诊数据，让这一惠民工程在阳光下运行，
也让各成员单位相互学习交流，逐步规范
提升。

远程医疗收费多少由谁说了算，费用
是否合理，能否报销？在远程医疗中，收
费问题是普通患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2016 年 11 月，安康市卫计局联合安
康市物价局下发《关于规范远程会诊服务
项目收费价格的通知》，对远程会诊服务
收费进行规范，2018年 7月又制定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明确远程会诊服务及项目收
费指导价格》，结合前期运行存在的问题，
对收费价格进一步明确和细化。2018年 8
月，安康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领导小组办
公室出台《关于将远程会诊服务项目纳入
新农合基本医疗补助范围的通知》，这标
志着远程医疗正式突破政策瓶颈进入新
农合报销范围，患者开启远程会诊的经济
负担进一步降低，远程医疗服务的最后一
公里被打通。

强服务：
把全球好医生请到身边来

远程医疗的效果怎么样，群众最有发
言权。

2017年 2月 22日，汉阴县蒲溪镇的患
者邹大姐坐在汉阴县中医院的远程会诊中
心显示器前，通过安康市中医院远程会诊
平台接受视频另一端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肾
病科专家李文歌教授的诊断。两地医生通
过远程分享邹某某的影像资料和相关化验

检查报告单等资料，仅花半个多小时，就为
她顺利确诊并制定了治疗方案。康复以
后，邹大姐为医院送来了锦旗，逢人就说远
程医疗的好，还常常将“互联网+医疗”挂在
嘴边。

在安康市，不仅是县区，远程医疗的触
角早已延伸到乡村，通过镜头同遥远的医
疗专家面对面交流不再是“新鲜事”。6月
13日，身患高血压、冠心病等多种疾病的陈
某某，在白河县仓房村卫生室远程会诊点
通过视频远程接受了安康市中医医院的脑
病科主任潘平康的远程会诊，潘平康详细
询问他的病情，对他进行用药指导。此后
他的病情稳定很多，复发次数越来越少了。

安康市中医医院作为整个远程医疗的
核心与中枢，不仅承担向下的远程指导，也
常常向上实现更高层次诊疗邀约。今年，
该院先后两次通过远程平台与美国南加州
凯 克 大 学 医 学 院 附 属 豪 斯 耳 科 诊 所
（House Ear Clinic）的神经外科专家以及
美国山多贝纪念中心、健康使命医院的血
液、肿瘤专家，为安康市两例疑难病症患者
开展会诊和病例讨论。

33 岁的张大哥是该院中美跨国会诊
的受益者之一。今年 5月，他因为反复头
痛、耳鸣到安康市中医医院检查，经过诊断
疑似“颈静脉球瘤”，但患者的影像学检查
资料与典型的颈静脉球瘤稍有不符。手术
难度大、风险也高，是否手术成为摆在张大
哥和他家人面前的难题。

5月 29日，安康市中医医院与美国豪
斯耳科诊所的神经外科专开展线上会诊，
最终确诊张大哥患的是“胆固醇肉芽肿”，
无需手术。这让张大哥一家人悬着的心落
了地。

经过几年的发展和实践，大家发现，远
程诊疗平台对各层级的医患双方来讲都很

有意义。对建设主体医院来说，它能实现
医疗资源共享，实现病源有效优化，进一步
增强医院品牌影响力、提升服务能力、延展
服务空间；对基层医院来说，利用远程会诊
和远程就诊得到上级医院的技术扶持与帮
助，既能提高医院医疗安全质量、提升医疗
服务水平，又能充分利用上级优质资源将
绝大多数病人留在本地，大大增强病人对
医院的认同感；对老百姓来说，不用再从基
层辗转到市级、省级医院进行诊断检查，切
实解决了就医路途远、等待时间长等难题，
有效减轻了基层患者看病就医负担，切中
了分级诊疗的要害，有效缓解看病难、看病
贵情况。

据统计，按目前的服务量，远程医疗服
务能为乡镇患者年节省支出 360 万元，其
中，减少看病过程中的非医疗支出 300 万
元，减少直接医疗支出60万元。

如今，日趋成熟的安康远程医疗模式
已经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迎来更多的关注
和肯定。近年来，来自黑龙江、吉林、湖北、
辽宁、湖南等20多个省市的政府部门及医
疗机构前来考察学习。继今年 5月被《焦
点访谈》报道后，安康远程医疗模式又被全
省推荐为“互联网+医疗健康”优秀案例参
加了“2019中国卫生信息技术健康医疗大
数据应用交流大会暨软硬件与健康医疗产
品展览会”“互联网+医疗健康”应用成果
展。

“下一步我们将在云影像、心电网络运
用及专科医联体网络建设上加大力度，把
远程医疗实实在在运用到区域影像中心、
检验中心、病例中心、康复中心、胸痛中心、
卒中中心、医养中心建设中，让远程医疗成
为现代医疗的一部分，让每个老百姓在家
门口就能看好病。”谈及未来的发展，安康市
中医医院领导如是说。

本报讯 （记者曾念军 通讯员张
姝）近日，湖北省武汉市专业专科（专病）诊
疗中心建设基地名单公布。武汉市中医医
院的推拿诊疗中心挂牌成为市专科诊疗中
心建设基地。

1956 年，武汉市中医医院创建第一个
推拿专科门诊，现在已发展为拥有 2 个病
区、近百张床位，集医教研于一体的现代化
专科。

湖北武汉市中医医院

专科诊疗中心基地揭牌

本报讯 （通讯员白 宣）日前，重庆市
垫江县中医院对 2019年新招录的 115名中
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进行集中岗前
培训，旨在增进规培学员对医院规章制度
及相关业务的了解，让他们尽快适应岗位。

培训为期 15天，内容涉及医疗核心制
度、中医病历书写、医患沟通技巧、院内感
染防控、中医经典研读、推拿手法示范、中
药饮片辨识等相关知识。

该院院长龚昌奇表示，未来 3年，医院
将采用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方
式，全面提升学员中医临床思维能力和临
床技能，为社会输送合格中医医师。

重庆市垫江县中医院

培训中医规培学员

近日，天津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为
民服务解难题”活动，该院
30余名药学人员走进天津
市和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
区，向群众普及中医药养
生保健知识、鉴别假劣药
品的技巧等。

苏玉珂 谈 凌摄影
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陈 豪）近日，上海中
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与江苏省海门市卫
生健康委签署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强化基层医疗机
构中医药服务能力、畅通双向转诊通道、加
强中医药服务知识宣传等方面开展全方位
合作。龙华医院将根据海门市的实际需
求，重点帮助海门市中医院开展学科建设，
并在医疗管理、人才培养、临床科研等方面
提供技术指导，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服务能
力，惠及当地群众。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与江苏海门卫健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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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支持中

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部署，推动
“十三五”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落地取得更
大成效，切实提升中医药创新能力，我社定
于2019年9月30日～10月1日在山东省潍
坊市举办“首届全国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
发展大会”。现将大会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大会主题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的

重要论述，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重点
中医医院建设。

二、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
主办单位：《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山东省潍坊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山东省潍坊市中医药管理局
承办单位：山东省潍坊市中医院
支持单位：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中医药学会
山东省潍坊市中医药学会

三、会议时间
2019 年 9 月 30 日～10 月 1 日（9 月 29

日报到）
四、会议地点
山东省潍坊市富华大酒店（地址：山东

省潍坊市高新区富华巷 168 号，电话：
0536-8881988）

五、主要内容
（一）开幕式（拟）
1.山东省潍坊市领导致欢迎词
2.《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领导致辞

3.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领导讲话
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讲话
（二）大会论坛
论坛主讲嘉宾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医大师石学敏，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
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国医大师熊继柏，国
医大师沈宝藩，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孙塑伦，中国针灸学会会长刘保延
等。

（三）中医药传承创新基地观摩
1.时间：2019年10月1日上午。
2.地点：山东省潍坊市中医院中医药

传承创新基地。
3.内容：参观全国中医药传承创新工

程重点中医医院建设单位山东省潍坊市中
医院传承创新基地、国医大师传承及人才
培养等。

六、参会人员
全国部分省市政府及中医药主管部门

领导，部分中医药行业内外专家学者，部分
全国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建设单位代表，部
分地市级以上中医院管理者，媒体记者等。

七、报名信息
参会人员请认真填写《报名回执》（附

件），并于 2019年 9月 23日 16:00前发送至
邮箱：ygb0038@163.com。

联系人：潍坊市中医院 牟治东0536～
8190000，15269605172

潍 坊 市 中 医 院 孙 衍 果 0536～
8190038，18264411255

八、其他事宜
本次会议免会务费，会议期间食宿由

会务组统一安排，交通、住宿费用自理。
《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9日

关于举办“首届全国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发展大会”的通知（第一轮）

首届全国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发展大会报名回执

本报讯 （记者许守年 通讯员寇晓
伟）近日，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印发《2019
年中医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专项督导检查
工作方案》，围绕社会关注热点，坚持以问
题为导向，创新监督执法手段，加强对医
疗机构执业行为的监督检查，依法严肃查
处违法违规行为，着力解决现阶段医疗服
务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整顿和规
范医疗服务市场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健康权益。

《方案》提出，本次监督检查于2019年
9~12月在全省开展，采取医疗机构全面自

查、属地中医药管理部门随机抽查的方式
进行。各级各类中医医疗机构要对照法
律法规要求，全面开展依法执业自查，对
发现的问题进行全面认真整改。各级中
医药管理部门根据医疗机构自查情况，针
对不同类型医疗机构，突出重点进行抽
查，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严肃
查处。

对于二级、三级医院，要重点检查是
否存在出租承包科室、超范围开展诊疗活
动、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违规开展禁止
临床应用的医疗技术、未经备案开展限制

临床应用的医疗技术以及是否开展明确
按临床研究管理的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对
于一级医院（含未定级）、门诊部和诊所，
要重点检查是否存在出具虚假医学文书、
出租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未按公
示标准收费、超范围开展诊疗活动、聘用
非卫生技术人员等违法违规行为，是否违
规开展医疗美容、母婴保健、计划生育等
技术和泌尿、皮肤性病等诊疗活动；对昌
邑区、船营区、桦甸市、蛟河市等确有专长
考核试点地区进行重点排查，对确有专长
报名考核人员进行摸底排查，是否存在未

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擅自开展医疗活动
的行为；其他地区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
摸排此类人员是否存在违反医疗卫生法
律法规的行为，一经发现要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予以查处。

各市（州）要按照一级医院（含未定
级）、门诊部、中医诊所全面覆盖，二级、三
级医院不低于 50%，中医综合诊所不低于
20%的比例进行监督检查和抽查。各地要
将违规发布医疗广告、投诉举报集中、既
往被多次处罚的中医医疗机构作为抽查
的重点。

着力解决医疗服务领域突出问题
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印发中医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专项督导检查工作方案

本报讯 日前，“基层中医圆梦燕赵行”
走进河北省辛集市，由国医大师李佃贵率专
家团队为辛集市基层医生进行了中医培训。
授课内容为基层常见病和多发病，如胃炎、高
血压病、妇科病的临证辨治和常用中成药的
应用等。

“基层中医圆梦燕赵行”由河北省中医药
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中国农工民主党河北省
委、中健网共同主办，已历时 5 年，完成石家
庄、邢台、沧州、邯郸、衡水、保定、廊坊 7个地
区共计 106 站的 2万余名基层中医培训。辛
集站活动是河北省活动的第107站，参训人数
700余人。 （王巧生 任甲甲）

“基层中医圆梦燕赵
行”走进辛集市

本报讯 （通讯员王 愉）近日，北方中医
药学会联盟第二次会议暨学会创新管理研讨
会在山西大同召开。

与会专家围绕专委会管理、学会制度改
革等问题进行研讨，就加强学术交流和基层
培训力度等达成共识，对未来人才培养和发
展大健康产业进行规划，赴浑源县实地考察，
参观黄芪种植基地、“黄芪羊”养殖基地等一
系列中医药特色产业。

北方中医药学会联盟由吉林省中医药学
会、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学会在 2018年联合
发起并成立，旨在共享资源，开展合作，增进
联盟单位交流，扩大行业影响力，实现多方共
赢。

北方中医药学会联盟
第二次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