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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县中医男性病医院坐落在沅
陵县城天宁北路， 始建于 1957 年，通
过 50 年的艰苦奋斗，现已发展成为一
所享誉三湘 ，集医疗 、科研 、预防 、教
学、 保健为一体的国家二级甲等综合
型医院，县“120”急救中心，职工医保、
城居医保和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院 ，
也是本县乃至全省接诊国内外不育不
孕症患者的医疗窗口， 也是首批确认
的河南省农村示范医院和中央投资建
设的县级标准化医院。

该院现有干部职工 453 人， 其中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近 400 人，高、中级

以上职称近 200 人，开放病床 450 张。
设有内、外、儿、妇产、不育不孕、急诊
等临床及医技科室近 30 个，其中不育
不孕专科和中医急诊科为省级重点专
科， 骨伤科为省级特色中医专科建设
科室。年门急诊人次 11.2 万人次，住院
人次 0.98 万人次，手术 4200 台/次，病
床使用率 98.5%， 年业务收入达 7000
万元。 先后荣获全市“医疗质量管理先
进单位”、“优秀基层党组织”,“全省"优
秀事业法人”、“示范中医院” 、“消费
者信得过单位”及“医院管理年活动先
进集体”、“芙蓉标兵岗”及“富民强省
明星单位”， 全国 “二级甲等中医医
院”，“爱婴医院”及“中医药继承与发
展集体贡献状”等殊荣。

创新环境，依靠实力
打造放心医院

走进沅陵县中医男性病医院，犹如
打开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 装修一新的
门诊大楼，两旁摆放整齐的鲜花，庭院绿

树成荫， 绿草茵茵的中心花园里鲜花争
奇斗艳，新建成使用的高 13 层现代化综
合住院大楼雄伟壮观，让人身心舒畅。

近年来，该院在院长、党委书记张
良圣等院领导一班人的带领下， 围绕
打造“名医、名科、名院”“三名”医院，
着力改善就医环境、更新诊疗设备、引
进先进技术、培养后备人才、全面提升
综合医疗服务水平， 有力推动了事业
又好又快发展。

医院从美化诊疗环境入手， 着力
实施了设施宾馆化、环境园林化、服务
标准化、病房家居化“四化”建设，先后
投资 6000 万元用于就诊环境的改善，
方便患者就医。 同时投入资金近千万
元用于改善设备环境。 目前已拥有核
磁共振、全自动生化仪 、四维采超 、16
排螺旋 CT 机、 自凝刀等先进设备百
余台（件），提高了临床诊疗水平，满足
了各科基本和部分特需医疗需求。 为
树立良好服务形象， 医院着力开展为
病人优质服务活动， 用心打造群众放
心医院。

狠抓质量， 突出特
色创品牌

医院通过“树名医、建名科 、创名
院”的品牌战略和“坚持中医为主，实
行中西合璧，突出发展中医特色专科，
促进中医上水平、西医上档次，最终实
现好环境、好中医、好西医、好疗效、好
局面的目标”的科技兴院战略，狠抓医
疗质量创新， 以实现医院环境 “零污
染”、医患关系“零距离”、医疗保障“零
障碍”三大目标，确保患者就医安全。

强化质量管理， 确保患者就医安

全。 质量是医院的命脉线，有了好的质
量，才能保证患者的就医安全，才能让
病人满意，百姓放心。 所以，沅陵县中
医男性病医院党委、 院委会尤为重视
医疗质量的管理。 一是强化全员质量
意识，使“质量就是生命”的观念深入
人心并转化为实际行动， 落实于医疗
活动的全过程。 二是建立和完善质量
管理网络， 成立了以院长为主任的医
疗质量管理委员会， 各科室成立了以
主任为组长的科室医疗质量控制小
组， 形成了以分管领导和职能科室为
中枢、科室领导为骨干、全院人员自我
监督为基础、 自上而下的质量管理体
系和院、科、个人三级质控网络。 三是
制定规范、切实可行的《医疗质量考核
方案 》和 《医疗安全管理条例 》，由院
长、主管副院长、职能科室负责人每月
对全院各部门进行一次质量综合检查
与评分，每周一、五上午由院长、业务
副院长带队， 组织各科室主任分别进
行一次内、外科的大查房，检查环节质
控、进行疑难病例会诊讨论、现场解决
临床工作中的问题，协调临床、医技、
药剂及后勤保障之间的关系等。 四是
实施重点区域质量监控， 对有药品购
销、医疗安全、医疗文书书写等全过程
进行质量监督管理。

培养人才，实施科技兴院战略。 为
了提高全院的综合素质， 医院经常举
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与学术讲座 ，学
习内容有专业知识讲座、 医德医风教
育及法律法规知识培训。 每年都要组
织医院中层骨干到一些上级医院去参
观学习， 同时邀请国内知名教授与专
家来院进行业务讲座。 目前，全院 400
名医护人员中有高级职称 17 人、中级
职称 150 余人， 临床一线医护人员全

部达到大专以上学历。
抓学科建设、培养特色品牌。 该院

以“发挥特长、培养特色”为原则，结合
各科室特点择优扶强、分类指导。 着力
培养学科带头人， 鼓励各科在省内大
医院寻找实力较强的专科进行对口交
流，加强重点专科和优势专科建设，使
不育不孕科、外科、骨伤科等一批科室
成为“拳头产品”，形成了医院的“名牌
效应”。

突出安全，用心守护
人民生命安全

该院在狠抓质量兴院的同时 ，突
出医院安全管理， 确保患者放心就医
和用药安全。

全面贯彻落实患者安全目标 ，确
保患者放心就医。 该院注重严格执行
首诊负责制、 查房制度、 病例讨论制
度、会诊制度、抢救制度 、手术审批分
级制度、 手术准入制度、 分级护理制
度、查对制度、病历书写规划与管理制
度、交接班制度、知情谈话制度等各项
医疗安全制度。 在诊疗活动中，各部门
至少要使用 3 种以上方法核对病人身
份；在急诊、120、病房、手术室、新生儿
室之间严格进行病人的识别及病人交
接登记制度；在药房与各临床科室，将
高危药品严格区分摆放， 并有明确醒
目的标识，保卫科日夜巡逻，重点部门
安装了监控设施， 做到消防装置完备
等； 设备科定期下到各科室检查大型
设备和高压容器的运行情况， 发现安
全隐患及时处理。

加强药品管理， 确保患者用药安
全。 医院成立了药管理委员会，明确了
药管委会的职责， 每年召开专题会议 2
次以上，实行药品统一构进办法和依法
管理。 同时制定和完善了相关制度，如
《围手术期用药规定》、《抗生素分级使
用原则》等。 医院还制订了《药品处方管
理》、《基本用药供应目录》、《抗菌药物
临床应用预警机制》， 把医患用药须知
打印成资料，分发每一位医护人员和患
者， 以督促各位医生严格遵照执行，确
保患者用药安全。 此外，该院还创新服
务形式，方便患者就医。 医院开设了妇
产科温馨病房、男科家居式病房，为来
院诊疗患者建立了健康档案，使病人得
到了便利、实惠和安全保证。

当清晨的第一线阳光洒在沅陵县
妇幼保健院那洁白的大楼上时，生命的
色彩就在这里显现了：婴儿强有力的啼
哭声奏响了生命的序曲，母亲疲惫的脸
上露出笑容，白衣天使们在为新生命的

降临忙碌着……这是诞生生命和希望
的地方。肩负着神圣使命的沅陵县妇幼
保健院从容地走在迎接生命的金光大
道上。

沅陵县妇幼保健院创建于 1975
年，地处沅陵镇辰州东街 9 号，占地 6.5
亩。建筑面积 6000 平方米。现已发展成
为一所集医疗、保健、教学及计划生育
技术指导为一体的妇幼专科医院。医院
有在职职工 125 人，其中中高级专业技
术人员 20 余人，设有临床、保健、医技
及职能科室 11 个。 开设妇科、产科、儿
科病房、儿童保健、妇女保健，年门诊量
8 万余人次， 年收治住院病人 3500 余
人次。 医院拥有电子阴道镜、四维彩色
B 超、胎儿监护仪、全自动化学发光仪、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血球计数仪、微量
元素测定仪等先进仪器和设备，技术力
量雄厚。

长期以来，医院坚持“以保健为中
心，以生殖健康为目的”的办院方针。走
临床与保健相结合的道路。 力行“改革
治院、人才立院、科技兴院、专科强院”
的办院理念，不断内强素质，外树形象，
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专科特色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 目前医院已形成了以孕产
妇、儿童保健为主要内容的一条龙服务
体系。无痛分娩技术、新生儿疾病救治、
小儿外科腔镜手术、 小儿脑瘫的诊治、
新生儿康复治疗、儿童早期智力开发项
目已成为了医院的服务品牌。在本地区
享有较高声誉。在市内同行业中位居前
列。 1997 年 9 月通过国家卫生部评审，
被授予“爱婴医院”。 1998 年妇保院被
确定为“沅陵县婚前健康检查中心”。

如今，沅陵县妇幼保健院本着“病
人第一、信誉至上”的服务宗旨，在院长
石玉明等新一届院领导班子的带领下，
正以全新的形象、人性化的管理、务实
的精神着力打造诚信妇幼、品牌妇幼。

沅陵县精神病医院坐落在县
城辰州西街， 交通便利， 环境优
美。 始建于 1975 年，经过近 40 年
的建设和发展， 目前已成为怀化
市县级精神病治疗的领先专科，
并为怀化市精神病医院(第四人民
医院)临床指导医院。 系该县医疗
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院。

近年来， 该院逐步完善精神
病专科的前提下，开设了内科、外
科、妇产科、心理科、中医科等临
床康复治疗科室。 设有住院病床
98 张，拥有医护人员 50 人，能开
展多种手术。

医院精神病住院部设在沅陵
县城古城南路 （原地税局办公大
楼），坚持开放式治疗，对病人不
加以限制。 并开设心理咨询、生活

关怀、 贴心服务等项目加以辅助
治疗， 提高了精神病患者康复的
疗效和速度。

沅陵县地处湘西山区， 地域
宽广，是湖南省版图最大的县。 该
县目前有重性精神病患者 1800
余人， 为加速全县精神卫生事业
的快速发展， 沅陵县精神病医院
领导一班人从加强医院基础设施
入手， 先后投入 100 多万元对门
诊和住院大楼进行装修， 为确保
精神病患者医疗质量和诊治安
全，医院添置了高档医疗设备，同
时增添了救护车，实行 24 小时全
天候接送， 大大提高了综合服务
能力。

为保证入住病人的安全治
疗， 该院在提高精神病专科医疗

设备和医护人员的医技培训提高
的同时， 聘请了 3 名专职保安人
员，实行 24 小时执勤，防止精神
病患者外逃及对有冲动伤人行为
的患者实施监控， 医护人员切实
加大了临床医疗安全措施， 对重
点患者加强防范， 杜绝不安全事
故发生。

为使精神病专科更好、更快、
更大发展， 医院积极向上争取国
家投入项目资金 1150 万元，规划
修建面积为 6710 平方米，建成后
男、 女精神病人分治的新住院大
楼，目前已经开始施工，同时正在
积极筹划， 准备组建沅陵县精神
病患者协会， 以便患者得到更多
的社会支持和关爱， 让精神病患
者早日康复，真正融入社会。

七甲坪中心卫生院坐落在沅陵县
边远乡镇的七甲坪集镇上。 近年来，该
院坚持以人为本， 以树立白衣天使新
形象为工作思路， 使卫生院的各项事
业得到了健康协调发展。 连续多年荣
获“沅陵县农村卫生院综合目标管理”
优秀单位。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始终
位居全县同级卫生院前茅。 2011 住院
患者同比增长 27.3%， 门诊病人突破
2.8 万人次。

人性化管理激发无限活动。 七甲
坪中心卫生院占地 5670 平方米， 内设
疾病防保、内、外、妇幼、中医、功能、五
官等科。 现有在职员工 38 人，其中主
治医生 3 人，执业医师 5 人，执业护师
4 人，药师、检验师、放射医师各 1 名，
助理医师、护士 13 人。 近年来，卫生院
在院长全承毅的带领下， 不断完善卫
生院 《关于引进和培养人才的若干规
定 》，采取 “一请二送三自学 ”的新举
措， 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
诊疗疾病的能力， 同时选送医护人员
到市县大医院进修，加速人才培养。 通
过举办“5·12”护士节联谊晚会，医患人
员座谈会， 增强了全院干部职工凝聚
力、向心力，极大地激发了职工爱岗敬
业、乐于奉献的工作热情。

优质化服务拉近了医患距离。2008

年来，卫生院投资 100 多万元增添了救
护车，购买了 X 光机、B 超、生化仪、心
电图、脑电图、胃镜等诊断治疗设备，大
大提高了综合服务能力；投资 400 多万
元修建了住院大楼、办公楼、绿化了院
区。目前全院固定资产达到 1375 万元。
卫生院还在全院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大力提倡“救死
扶伤、忠于职守、爱岗敬业、文明行医”
的执业准则。 开展了 “患者一进院，其
余由我办”优质服务活动，制定公布了
制度措施、服务承诺。 要求医务人员遇
到患者存在困难时，做到“主动问一声、
帮一下、扶一把”，使医院的各项工作都
能以患者的需求和患者的行为方式为
中心，确保了“医疗服务零投诉，医患关
系零距离”，树立了服务品牌，得到了社
会的认可，受到了患者的好评。

医疗质量确保患者就医安全。 为
确保患者来院就医安全，七甲坪中心卫
生院狠抓质量管理，出台了《医疗质量
管理工作管理条例》， 完善了各科室部

门的查对制度、病人交接班制度、医院
安全保卫制度。 同时加强药品管理，确
保患者用药安全。卫生院成立了药事管
理小组，明确职责，同时还制定了《药品
处方管理制度》、《抗菌药物临床应用预
警机制》等，要求每一位医护人员严格
遵照执行。

为更好地服务和方便患者，医院筹
集和争取资金 ， 新修一栋占地面积
1280 平方米的新综合大楼。

日前，沅陵县红十字会博爱
医院派出专业医护人员深入到
该县麻溪铺镇敬老院， 为院内
50 位老人进行全面体检。 并将
其中 19 位老人免费接送到医院
进行了住院治疗，深受老人和群
众的好评。

沅陵县红十字会博爱医院
坐落在沅陵县城迎宾南路。现有
医护人员 50 人 ， 设置病床 74
张。 院内检测设备齐全，医护技
术力量雄厚，服务规范到位，住院
条件舒适。 建院以来，在院长瞿继
彪的带领下，秉承“人道、博爱、奉
献”宗旨，着力履行救灾、救护、救

助责任，为群众办好事 、实事 、善
事， 提升了社会对沅陵红十字医
院的公信力。 同时加强医疗技术
和用药安全管理， 严格设备检查
和消防安全。 今年来，该院积极参

加县红十字会开展的为乡镇集
中供养老人健康体检活动。 组织
专业医护人员深入全县各敬老
院， 为入住老人进行健康检查，
为每位入住老人建立了健康档
案。 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老人实行
免费专车接送， 在治疗期间，医
院免费为老人提供伙食、 护理，
对重病患者实行专人特护。 仅今
年开展奉献老人活动以来，该院
共上门免费检查 150 人次，接诊

住院治疗 30 人次，深受老人和群
众的好评。 被沅陵县社会救助管
理部门确定为农村集中五保供养
对象医疗救助服务单位。

用心守护人民生命安全
———沅陵县中医男性病医院确保患者安全纪实

苏春生 张潋 瞿英林

今年来，怀化市消防支队在
消防安全“五大”活动中发现怀
化市佳惠华盛堂等 14 家单位存
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损坏、部分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疏散
楼梯不符合要求等问题，构成了
重大火灾隐患。按照有关法律规

定，对 14 家单位发出了《重大火
灾隐患限期整改通知书》， 并报
请当地政府挂牌督办。 在政府督
导、部门合力、单位自觉下，14 家
政府挂牌督办重大火灾隐患成
功销案并摘牌。

（苏春生 李少波）

怀化市 14处重大火灾隐患
全部整改销案

今年初来，沅陵县筲箕湾镇
财政所着力加强公用财政资金
管理。 该所在管好政府办公经费
资金的同时， 切实加强民政、计
生、学校、林业站、国土站以及村

（居）等代管单位的资金管理。 同
时严格报账程序，认真审核每一
份发票， 强化财务管理和监督，
有效地节约了经费开支，确保了
资金安全。 （苏春生 田万胜 ）

筲箕湾镇财政所
加强资金安全管理

沅陵县天地人和大药房坐
落在沅陵县城辰州中街，创立于
2001 年 2 月。 该药店打破传统的
经营方式，独家首创该县药品超
市，打出药品安全、平价大旗，让
患者感受到真正实惠。 同时极大
地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让消费
者安全用药、健康生活，深得消费
者好评。

随着医疗体制改革，天地人
和大药房先后被沅陵县医疗保
险中心定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刷卡合作单位”、“特殊病种”门
诊定点单位。 多年来，药房秉承
“尽心尽力，报效社会”的企业精

神，努力倡导“亲民、为民、利民”
的企业文化和成熟的药品经营管
理经验。为保证药品质量，确保用
药安全、健全生活，天地人和大药
房先后与长沙 “双鹤医药公司”、
“时代阳光医药公司”等省城知名
药品经营企业签订了供货协议，
从而使所经营的药品质量得到了
保障。 同时大药房还经常邀请县
药监局等有关人员来大药房为从
业人员进行药品经营和用药安全
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培训， 提升
全员安全意识。 多次被主管部门
评为“消费者信得过单位”。

（苏春生 杨源萍）

依法诚信经营 确保安全用药
———沅陵县天地人和大药房着力打造安全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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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县中医男性病医院院长、党委
书记张良圣

沅陵县妇幼保健院院长 石玉明

苏春生

———记沅陵县妇幼保健院
演奏生命的强音

沅陵县七甲坪中心卫生院院长 全承毅

苏春生

———记沅陵县七甲坪中心卫生院

杏林绽放文明花

苏春生 刘斌

———沅陵县红十字会博爱医院情系五保老人

人道博爱 无私奉献

院长瞿继彪在查阅五保老人健康档案。

苏春生

———小记沅陵县精神病医院
精神病患者的康复乐园

本期协办：湖南澧县甘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战略合作：湖南博达职业技术学校安全生产宣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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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安全风采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