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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重点专科建设是优质医疗服务的要求



2 具体体现在
           临床能力
           就诊环境
           人文关怀
           .......

1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期盼
             技术——精益求精
             服务——无微不至



现代化医院建设趋势

医院建筑现代化

管理人员职业化

管理决策科学化

医院管理法制化

医疗服务品牌化

岗位职责明确化



卫生体系改革的系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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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主要问题

找到主要原因

设计若干方案

决定干预策略和步骤

实施改革评价效果



背景和必要性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是医院发展的基础，是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基本保障。           
   设立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支持开展以解决疾病诊疗问题为核心的专科能力建设，
重点加强关键设备购置、人才培养、临床诊疗技术研发和推广。
   激发医疗行业加强专科能力建设的热情，患者疾病诊疗疗效、疗程、费用、就医感受等
也明显改善。

主要内容 
 明确组织管理、申报与评估、实施与管理、审核与验收、监督检查等　　
（一）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的定义和资金来源　　 
（二）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的组织管理形式。　　
（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的管理要求。
            项目申报、评估、结果产生的流程和要求；
            项目建设的周期和项目建设、项目内容变更有关要求；
            项目审核与验收有关程序和要求；
            项目建设监督管理要求及违规违法的处罚原则。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是开展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是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的重要举措。

       二是开展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是引导医院加强内涵建设的得力抓手。

       三是有利于促进临床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开展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是行业发展成果建设的重要品牌。

《云南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管理暂行规定》

设定的主要内容
       一是明确定义、地位及性质。

       二是明确设置的科目依据。

       三是明确申报、评审的适用范围，以及职责、分工。

       四是明确评审的组织机构、人员组成及职责。

       五是规定专家库的组成（分为专业类及管理类）。

       六是规定申报资质、基本条件、申报程序、资料初审及对资料真实性的要求。

       七是确定评审原则、评审的依据及评审程序等。

       八是细化评审专家回避和申报医院、评审组织成员纪律要求，以及违规的处理。

       九是明确任期及期满后的考核、处理。

       十是对规划、建设、发展及相关激励机制进行了要求。

   规定了中医类临床重点专科建设按照《云南省重点中医专科（专病）建设管理办法》（云府登654号）的规定执行。



第二部分 学科建设是医院发展与改革的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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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径—人才培养

02
核心—学科队伍

05

03
基础—学科平台

01
灵魂—学科方向

     学科建设
    ——为提高医学学科的科技水平与建设层次，利用各种资源，通过采取多种手

段对学科进行建设的行为。

基本要素
目的—社会服务



部分发达国家学科建设

美国

1.交叉学科蓬勃发展      
2.学科产学研衔接紧密       
3.学科发展与研究生教育互动成功    

日本

1.不断改革和创新学科学术组织模式   

2.根据社会发展趋势设置和调整学科    

3.依托高水平学科组建跨学科专攻领域 

英国

1.市场倾向性的学科结构      

2.综合型跨学科组织模式

3.重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一）充分认识科学研究的意义

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学科建设——动力与源泉

服务需求——适宜与创新

转化应用——诊断与治疗



        加强人才梯队建设——技术过硬、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合

理。      

      优秀的学科带头人——科研、医疗水平，学科前沿、学科建设方向，

提出本专业的发展规划，事业心和责任感，组织管理能力和协调沟通能力。

      授权下医疗组长制——由学科带头人负责本科室医疗、教学、科研工

作，在现代管理工具应用下，形成良性激励机制。

 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二）高度重视人才梯队的建设



        （三）发挥政策倾斜与自我补偿

鼓励科技创新，完善激励机制
    设立科研基金，对获得国家级及省级科技成果、科研项目者，匹配奖励。在资金投

人、设备购置、人才引进等方面重点支持，保障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自我补偿机制，集中财力保证
    重点学科科研经费占全院科研经费50-60%；保障重点学科顺利进行重大和特色项

目的研究。

 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四）理顺机制加强财务管理
            国家级每个上千万元的建设经费

1.满足新会计制度要求强调精细化管理。

2.满足上级部门要求强调全过程绩效评价等原则。

基础数据——编制预算——资金使用          

建账——配套——拨付

监控收入的变动情况——考核临床医疗任务完成情况——评估经费使用效益

 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第三部分 临床重点专科分布和相关工作推进情况



一流学科

一流
人才队伍

一流
医疗技术
与质量

一流
人才培养

体系

一流
医院管理

一流
支撑保障

一流
临床科研
与创新

临床重点专科



临床重点专科分布
   国家级重点专科3个

Ø血液科

Ø老年病科

Ø临床护理

   省级重点专科16个

Ø产科、儿科、神经内科、胸外科

Ø妇科、内分泌科、消化内科、神经外科

Ø呼吸内科、心内科、普通外科、医学影像科

Ø麻醉科、肿瘤科、泌尿外科、风湿免疫科

Ø口腔颌面外科、生殖遗传科

   专科医院1个

Ø云南省血液病医院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明确责任分工、强化指导功能

结合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指标深化重点专科建设内涵

开展学科群大讨论以重点专科带动医院亚专业发展

细化绩效考核与加强临床重点科室管理的紧密结合

注重人才培养与打造创新管理团队横纵向齐头并进

大力推进临床路径病种试点促进临床重点专科建设

借力院士专家工作站推进学科专科群科研临床转化

智慧医院上线呈现优质服务提升重点专科综合实力

近期主要措施



组织管理体系
    成立以院长、书记为组长，副院长为副组长，各临床

科室及职能部门为成员的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领导小组，并

制定管理细则，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医务处。

    制定《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管理办法》、《重点专科建

设经费使用比例及适用范围细则》

重点专科领导小组

老年
病科

临床
护理

其他
专科

血液
科

21个临床
重点专科



1.加大重点专科建设力度

2.建设优势学科群

十三五期间——2个国内先进学科，5个西南先进学科，10个省内领先学科。

3.注重临床应用转化创新，产、学、研一体化发展

以2016年学科建设年为基础

4.强化科研规划的引导力度，加强临床基础研究所中心开放实验室的平台建设

5.建立健全科研激励机制，依托科研机构以及国内知名医学院校深入进行科技合作

主要措施

统筹资源 制定方案 遴选重点 实现突破

专科管理
委员会

亚专科 多学科诊
疗中心 品牌学科



业务量
提升

学科内涵
建设

学术地位
提升

      ：医疗服务能力、服务水平、区域引领力

根据医院发展目标和定位进行学科建设



发展规划--科研

科

研

建立健全科学、规范、易于操作的
科研成果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

十三五规划

国家基金项目 ≥90项

省部级基金项目 ≥300项

厅市级基金项目 ≥450项

厅市级成果奖 ≥100 项

SCI、EI、ISTP ≥200篇

发表学术论文 ≥3000篇

每个重点专科、内设研究机构必须有1项国家级以上科研课题

（2016年到目前，共发表SCI 87篇，其中影响因子≥5共计9篇，影响因子＞7共计5篇）



培育机制  两个百人计划

激励机制  1000万元/年

借智计划  院士专家工作站、海外学者、科研助理

引智计划  博士、硕士、留学人员科技活动、海外引智项目

人才工程  云岭学者、云岭名医、领军人才、后备人才、高层次、高学历人才

考核机制  全员岗位管理

绩效分配  医疗组长负责制、护理岗位垂直管理

退出机制  职业评价、高职低聘、待岗待聘、解除合同

发展规划--人才



    人才配置满足学科建设需要，积极与科主任一道研究制定科室对人才

的配置要求，努力使人才配置满足学科建设科学发展。



扶持政策及措施

业务

人才

制度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关于印发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人才引进办法》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人才培育实施办法》......

    新技术/新项目、临床路径/单病种质量管理、合理用药、评价指标、
科研教学、MDT多学科协作等优先审批，并对达标项给予政策鼓励。



借力院士专家工作站促进学科建设

王
陇
德
院
士

樊
代
明  
院
士

黎
介
寿
院
士

钟
南
山
院
士

郭
应
禄  
院
士

      现有院士、专家工作站17个，在云南处于首位。



硬件支持

配套资金支持

基建 设备 绩效补贴
重点规划

优先扶持

布局良好

优先采购

不计折旧

国家级800/月/人

省级400/月/人

费用



医院实验场地和仪器设备

开放性试验平台
重临床 搭平台  创模式



创新团队和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省级研究中心25个

   云南省肿瘤转化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云南省分子医学研究中心

   云南省分子生物诊断中心

   云南省肾癌诊治与转化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云南省中英联合生殖统计研究中心

   云南省个性化医学检测中心

   云南省老年病防治研究中心

   云南省妇科微创诊治研究中心

   云南省儿童疑难疾病研究中心

   云南省肿瘤综合与个体化治疗研究中心    

   ……

内设研究所3个
   云南省临床遗传医学研究所

   云南省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云南省消化疾病内科研究所

云南省重点实验室1个

云南省出生缺陷与遗传病研究重点实验室

省级创新团队5个
   遗传与生殖健康创新团队

   消化内科创新团队

   腹部外科创新团队

   围产医学创新团队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创新团队



搭建科研支持平台
外聘科研助理名单

序
号

姓名 学历 职称 挂职科室

1 陈立 博士 讲师 血液科 内干科

2 陈壮飞 博士 副教授 神内科
医学影像

科

3 史志周 博士 副教授 胸外科 消化内科

4 陈艳梅 博士 讲师 神外科 麻醉科

5 唐文如 博士 教授 心内科 肿瘤内科 乳甲科

6 宋玉竹 博士 副教授 妇科

7 冯悦 博士 呼吸科

8 石宏 博士 教授
遗传诊断中

心
生殖妇科

9 吴敏 博士后 教授 产科

昆明理工大学医学院
昆明理工大学灵长类转化医学研究院
昆明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昆明理工大学信息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昆明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昆明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昆明理工大学质量发展研究院 多学科交叉融合协同创新

聘请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郑永唐教授为医院基础医学
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



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国家级）

科室 血液科 老年医学科 临床护理

资金
来源

中央财政 500 500 200

省财政 100 100 20

医院配套 600 600 220

合计 1200 1200 440

资金
执行
情况

中央财政 500 500 200

省财政 100 100 20

医院配套
（实际支出）

700.68 777.54 220.66

合计支出 1300.68 1377.54 440.66

单位：万元                                                                                                                       时间：截止2016年12月



专项资金管理情况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制度管理执行，强化督导落实项目资金使用和评估。



20171986 2001 2004 2011

省重点临床专科 

省血液病研究所

省血液病学临床研究中心

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

     省血栓栓塞性疾病和出血

性病症中西医协同协作基地

   上海瑞金血液病医疗联合体

国家级重点专科案例——血液科
云南省血液病医院



人才梯队建设

人员架
构

具体人数

基本结构 相关专业人员84人，其中专职科研人员3人，支撑科室人员11人，专业临床人员70人

梯队结构 高级职称9人，副高级职称11人，中级职称26名，初级职称38人

师资分布 硕士生导师9人，博士生导师3人

特色 引进海外专家3人

高度重视学科带头人及青年骨干的培养发展

项目 人数
国外进修 6人（短期进修1人）

国内进修 9人

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 4人

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 2人

引进博士及以上人才 3人

 会议交流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国际性会议
     交流 3 3 2 3 6

  国内交流 16 22 31 38 43

学科带头人海外研修

青年骨干海外研修

美国、意大利、日本等国



专科建设- 特色专科建设—亚专科建设
冷冻保存方法国内、国际创新
（国际首次报道低温冰箱转液氮保存造血干细胞用于骨髓移植）
运用中医“虚证”立法治疗，为我国移植后并发症治疗开创了新局面

自主攻坚建成从病理、分子、遗传水平的血液病精确诊断平台
建成我省规模最大、技术力量雄厚、全面接轨国内前沿技术的血液病综合诊疗服务中心

研究和防控体系具有国内领先水平，全国率先获得国家项目支持，向东南亚邻国输出地贫研究和防控技术
受国家卫计委委托，牵头编制《地中海贫血筛查和产前诊断实验室建设标准》
 
 以出血-血栓疾病为突破口 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栓已达国内领先

CAR-T治疗为核心的恶性血液病免疫治疗，率先联合双靶点技术，辐射5个国家和地区，达国内领先水平恶性血液病的免疫治疗学科

   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病

造血干细胞移植

全面完成各临床亚专科建设，配备核心技术骨干，支撑亚专科可持续发展
亚专科 亚专科带头人及技术骨干

 白血病 杨艳梅副主任医师，胡芃主治医师

 淋巴瘤 赖洵主任医师,辜学忠主治医师

 造血干细胞移植 史克倩主任医师，陆智祥主治医师

 骨髓增殖性疾病 李正发主任医师，姚翔媚主治医师

 出凝血疾病 闻艳副主任医师、何海萍主治医师

 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病 杨同华主任医师，裴强主治医师

 血液系统疾病精确诊断 朱宝生主任、牛华主任、赵仁彬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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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突破与创新-科研项目与专利

申请专利

  新增国家级科研项目7项；

  新增省厅级项目10项；

  新增科研经费375万元；

 申请实用新技术专利3项；

 2012年-2016年发表文章73篇 

                 SCI文章18篇



重大技术突破
率先利用二代测序技术完成近千例傣族人群地贫研究，成为国内近年有国际影响的地贫研究成果之一
采用提前干预炎症风暴的综合治疗措施控制APL早期并发症，取得显著成效并受邀美国血液学年会专题报告

  国际率先利用DNA二代测序技术开展地贫筛查及防控工作。

  能够检测301种常见地贫基因突变，使地贫检出率提高到99%以上降低漏检率。

  目前已完成近千例傣族人群的地贫分子遗传流行病学研究。

  成为国内近年有国际影响的地贫研究成果之一 

IF=7.71



       医、教、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综合科室，5个病区，12个亚专科、

2个门诊组成，有独立抢救室、康复室、功能室、药房、收费、急诊留

观室。承担外国元首、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任务（在建新楼将有500张

床位）。

科室建设单位
1 国家老年病学重点学科建设单位
2 云南省老年病防治研究中心
3 卫生部脑卒中筛查与防控基地
4 国家级全科医师培训基地
5 云南省医师协会保健医师分会主任委员单位
6 云南省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主任委员单位
7 骨质疏松症诊疗技术协作基地

国家级重点专科案例——老年医学科

老年病研究方向

老年衰弱症

老年肌少症组

老年营养组

老年心理组

老年防跌倒组

老年综合评估组



老年病整合医疗

 专科建设与服务情况

1.开设老年各亚专业门诊，“一站式服务”。
2.特色门诊：记忆门诊、老年病综合评估门诊、全科医学门诊、骨质疏松门诊……
3.住院诊疗流程：
（1）在总院科室完成急危重症救治；
（2）在医联体、卫生服务中心完成康、养照护，并运行双向转诊模式。

急性期治疗 亚急性期治疗 长期照护+舒缓治疗（3家）

各亚专科治疗 康复、心理、营养、药学

急危重症

抢救室

医联体（3家医院）
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个中心）
“1+1+1”、“4+X”家庭签约模式双向转诊

12个亚专科诊疗情况

老年医学和全科医学整合管理

亚专科名称
老年神经系统

老年心血管

老年呼吸

老年内分泌代谢病

老年风湿免疫及骨质疏松

老年消化系统

老年肾病

老年重症

老年肿瘤

老年缓和医疗

老年康复理疗

老年健康管理



序号 论文名称 作者 日期 发表刊物或会议名称

1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Geriatric Assessment Intervention on Chinese Han Older patients with Multiple Chronic Comorbidities 李燕 2016年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SCI）
摘要影响因子：4.572

2 Liraglutide-loaded poly（lactic-co-glycolic acid）microspheres：Preparation and in vivo，evaluation 李燕 2016年 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论文影响因子：
3.773

3 The influence of exenatide to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on rat model 李燕 2015年 Basic＆clinical pharmacology＆toxicology摘要影响因子：2.377

4 Effects of ginsenoside Rg1 on glucose metabolism and liver injury in streptozotocin-induced type 2 diabetic rats. 李燕 2017年 Genet Mol Res

5 Discovering the Relative Efficacy of Inhaled Medications for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Multiple Treatment Comparisons 朱滢 2017年 Cell Physiol Biochem（SCI）  摘要影响因子：5.104

6 Effect of Large Doses of L-Glutamine on Newly Diagnosed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above 65 温建平 2016年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SCI）
摘要影响因子：4.572

7 Relationships between Sarcopenia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Impact of Vitamin D3 Treatment 张黎 2016年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SCI）
摘要影响因子：4.572

8 Synthesis and Antitumor Activity of a Novel Biscoumarin and its Corresponding Epoxydicoumarin 朱滢 2016年 Science Citation Index

9 A Novel Neurotoxin from Venom of the Spider, Brachypelma albopilosum 钟云华 2013年 PLOS ONE  影响因子：3.534

10 Prognostic Value of Plasma Heart-Type Fatty Acid-Binding Protei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Pulmonary 阮丽波 2014年 CHEST

文章发表数量：183篇（建设初期的6倍），SCI 20篇；北大核心期刊40篇；专著11本。

重要研究和资助
老年衰弱的评估与分层管理，获资助15万；
Gln在老年糖尿病肌少症中的临床研究，获资助15万； 
整合医学在老年医学中的应用，获资助10万 ；
老年缓和医学的临床应用研究；
人参皂甙RG1和Gln对2型糖尿病肌肉增长代谢的研究；



外宾住院人数

省内、省外、国外患者就诊情况

 医疗辐射能力

前往外院开展专科会诊例次



国家级临床护理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医院

云南省临床护理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医院

云南省护理质控中心

云南省手术室质控中心

云南省护理管理研究中心

云南省医院协会消毒供应培训基地

云南省内科护理学继续教育基地

云南省八个专科护士培训基地   依托挂靠单位

国家级重点专科案例——护理



       近年来，以省级、国家级临床护理重点专科建设为契机，医院护理整体水平得以全面提升。

        2017年省级临床护理重点专科建设综合评价中，护理综合得分为94.27分，护理整体满
意度达93.0%，现场评价达到优秀级别，在全省同级医院中名列前茅。

亚专科建设 序号 品牌特色 亚专科

1 岗位和绩效管理 泌尿外科

2 快速康复护理 骨科

3 急危重症护理 ICU

4

延续护理服务

心血管内科

5 口腔颌面外科

6 乳腺甲状腺外科

7

优质护理服务

中医肛肠科

8 临床心理科

9 干部保健科三病区

创建5个品牌特色
开展9个亚专科建设

专科护理特色
Ø 建立专科护理小组，开展专科护理会诊
      院内117次；院外53次。
Ø 开设专科护理门诊8个
      PICC护理、伤口/造口、糖尿病教育、助产士咨询、试管婴儿咨询等，累计就
诊患者近9000人次。

Ø 举办专科护士培训班
      国家级11期，省级8期，培养专科护士1007人次。



     优质护理服务
全院优质护理服务病房开展率和验收合格率均达100%

ü 践行三级护理管理体系，持续改进护理质量

ü 落实责任制整体护理，优化护理工作流程

ü 开展“深化优质护理服务，改善患者就医感受”

ü 推进护理岗位管理，建立绩效考核激励机制

ü 拓展服务领域，开展延续护理

科室 延续护理方式 成效

肿瘤内科
“患者住院随访系统”微信公众

平台和PICC微信群

放化疗患者随访率＞70%
癌痛患者随访率＞90%

心内科
冠心病“生命网－随访网”

以及心血管疾病微信公众平台

年培训患者及家属≥2000人次

微信平台关注率≥6000人次

口腔外科
腭裂术后出院患者个人信息档案

和网络交流平台

构建“家庭-学校-医院三位一

体”的专科护理模式



部分成效

ü 新增省级科研立项5项、厅级科研立项39项

ü 新增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发明6项，开展新技术新业务13项

ü 发表护理论文343篇，SCI1篇、北大核心8篇

ü 出版主编或参编专著22部

ü 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卫生科技成果三等奖1项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小结

 通过专科建设带动区域内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升

 通过制定医院相关政策，明确专科建设目标

 通过重点专科建设，构建专科项目顶层架构和管理体系

通过对项目考核，积极督导落实，确保专科建设的良性发展

 通过加强重点专科建设，打造医院核心竞争力 

项
目
管
理

重
点
专
科



第四部分 围绕重点疾病诊治培育专科发展学科群



学科群建设和多个学科单独建设

B CA

  单学科建设和多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包括



目的

开展学科大讨论 对标分析国内外医院的医疗数据

我们的技术和质量差距在哪里？
和国内外一流学科相比

我们的学科和人才差距在哪里？
结合工作负荷、效率、质量等评估

我们的运行效能和医院管理差距在哪里？

群策群力 励志创兴
瞄准前沿 完善不足整合资源 延续优势



专科培育案例——神经内科
脑卒中与心源性

猝死数据库

心脑血管疾病

临床与基础研究

信息化脑卒中

网络平台

遗传性疾病快速

诊断试剂盒与技术

开发防治心

脑血管病药物

认真研究诊治研发方向



支持平台建立

建设脑血管病实验室

     可以开展脑卒中动物模
型，离体细胞培养，常规
免疫荧光，细胞与分子生
物学实验。为脑血管病专
业方向的博士及硕士研究
生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技
术支撑。

建设肌病实验室

成为省内首家，开展神经
及肌肉病活检工作的医院。

病理诊断：线粒体脑肌病（基因检测证实）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昆明理工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l 云南省省级重点专科

l 云南省卒中预防治疗研
究中心

l 卫生部卒中筛查中心

l 卫生部卒中质量控制中
心

l 王陇德院士工作站

l 高级卒中中心

l 医疗信息技术硕士点

l 生物医学信息获取及分析
处理

l 医疗信息化管理

l 医学成像及图像处理

l 5项国家发明专利受理授
权

l 70余软件著作授权

实施跨学科、跨单位的多学科交叉性联合研究

建立云南省脑血管病管理系统



患者归属地分布

确诊1例播散性囊虫病患者



医生33人。其中正高：7人，副高：13人，主治医师：
7人，住院医师：6人，学历: 博士8人，硕士11人，
本科14人（博士在读1人，硕士在读 5人）。

   源于普通外科的肝胆外科成立于1992年。是云南省第一批
肝胆外科重点专科、云南省肝胆外科研治协作中心、云南省
肝胆外科研究所肝胆研究基地；云南省普通外科重点专科核
心科室之一，云南省肿瘤个体化治疗中心。

专科培育案例——肝胆外科

曼彻斯特大学

       2014年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教授来我院肝胆外科视察，听取
汇报后表示：“没想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肝胆外科能做如此高难度的
手术，据我所知国内能做这些高难度手术的医院不超过十家；希望你们
善于总结，写出高质量的论文”。



“引” 客座教授：聘请台湾陈肇龙工程院院士担任科室客座教授（国内外专家到科室交流、指导每年至少1~3次）

                       友好关系：美国mayo 医学中心、新西兰的怀卡托大学（建立多中心研究计划） 
                       借智计划：“郑树森院士工作站”;  “樊嘉/边慧洁专家工作站”。
                   引智项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DICAT  Biomedical Computation Centre,Haihan Song（2017年，项目：
“Enterococcus hirae通过提高宿主免疫应答抑制肝细胞癌的作用机制研究”）、美国密歇根大学David Beer、Julse Lin （2017年，项目：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分析和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经验分享”）

“育” 整合团队：2016年，肝胆一科、二科、微创外科中心合并恢复为肝胆外科。
                   人才培养：每年至少安排1-2名中青年医师国内外知名中心进修学习，继续培养硕博士。
                   平台搭建：云南省肿瘤联合热疗中心、云南省肝癌靶向治疗中心（第四军医大学陈志南院士团队合作共建）、云南省    
 第一人民医院数字医学实验室（肝胆外科牵头，与放射科、泌尿外科、骨科、胸外科多学科联合成立）。
                   肝 移 植：选派医生和护士到上海交大仁济医院再次学习（近期即将恢复开展肝脏移植工作）。

学科培育措施

      2016年6月，世界著名肝移植

专家、亚洲肝移植之父、中国工程

院院士，台湾高雄长庚医院院长陈

肇隆教授，受聘为我院客座教授。



从2017年开始，联合消化科、感染科、肿瘤内科、病理科、磁共振、放射科等科室，已经开展MDT8期。



        2017年9月“经脐单孔腹腔镜肝切除”获
国际微创外科大会优秀论文奖并作大会交流

1.单孔腹腔镜后入路脾切除（全球领先）.
2.双极射频地毯消融预防胰腺癌术后局部复发（国内外未见报道）
3.双极射频胆管消融+胆道支架治疗不可切除的胆管癌（国内领先）
4.门静脉泵利卡丁靶向治疗肝细胞癌微转移（国内领先）
5.可重复粒子条内放射治疗胆管癌（国内先进）
6.多影像融合激光精准消融治疗肝脏肿瘤（西南领先）
7.3D重建后多影像融合肝癌激光消融术（西南首例）
8.多影像融合微波消融治疗肝脏肿瘤（云南领先）
9.门静脉置管精准栓塞治疗肝脏肿瘤（云南领先）
10.多中心全身热疗治疗和预防恶性肿瘤微转移（云南领先） 
......

近年来开展的新技术

1.“321项目------地/县域医院肿瘤防治适宜技术推广计划”（健康报社联合国家卫计委科教司建立的微创外科推广活动、医学科技创新与  
                                                                                                             微创外科适宜技术，全国1/20三甲医院）

2.“肝脏常见重大疾病微创治疗关键技术及规范化研究”课题。（西南医院、国家卫生计生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中心立项）

3.“LPD多中心临床研究”课题（华西医院、协作启动国家卫计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中心专项、中国抗癌协会胰腺癌专委会微创诊疗学组）

4.“肝癌诊治RCT研究”课题（华西医院、协作启动国家卫计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中心立项）

5.“灵长类肝纤维化模型”、“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灵长类肝纤维化模型”课题（昆明理工大学）

6.“基于营养成分大数据的健康管理平台”（科技入滇项目，智能APP）
.......

启动的联合课题和推广项目



      必然要涉及多学科、跨学科的问题，这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是一种系统的整合，不同于
传统的单一治疗模式，即以整体、全面、多学科和综合性为纲，以遗传学、生物学、医学工程
学、药学、社会学以及伦理学等为基础的系统整合。
      通过对相关学科技术方法进行吸收、融合甚至创新，最终实现的多学科系统整合，有利于
形成个体化、综合性的治疗方式，使新的技术方法不断出现并优化，通过多元化方式溶入人文

关怀，实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求医学的重点从“疾病”

转变为“健康”，重在维护和促进健康，延长寿命并提高人类生命质量。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与转化   

4

1
2

3

前沿科技领域
呈现群体突破的态势

民生科技
得到快速发展

低碳经济
成为科技创新的新热点

科学交叉与技术融合
不断催生新的学科和技术领域

 学科群建设成为必然趋势



   “医学已势不可挡地进入整合医学时代，需要将不同学科、知识体系
及外部因素进行整合。”

中西医结合
循证医学
转化医学
精准医学
整合医学......

实现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  

    “我们应该强调生物—心理—社会三位一体的新医学模式，要树立整合
观，形成整体观念、思辨思维相结合的医学方法论，改变采一片树叶已定
‘天下秋’的模式，要为每一个病人设计一个全方位‘决策树’。”



        有些学科发展快，规模迅速扩大、病人迅速增加，而有些学科却逐渐萎缩。

对于发展势头好的科室，常规的科室管理方法不但不能够适应，甚至还会制约

医院总体发展。

大而全 科室多 样样有 全武行



有效地优化医院的资源配置

充分实现学科的低成本运营

快速提升医院核心竞争优势

作用

       ——在医院建设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构建结

构布局合理、人才实力雄厚、技术特色明显的优势学科

群已经刻不容缓。



优势学科群——多学科交叉融合       

调整学科结构，优化多学科交叉融合布局
　            跨学科融合，多学科嫁接，培育新兴学科增长点　　
             大项目牵引，多学科支撑，打造若干优势学科群
　　      医学间渗透，多学科交融，促进多学科协调发展

创新管理体制，建立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机制
　　  创新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科研管理体制
　　  健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绩效评价机制
         建立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协调联动机制

坚持协同创新，建立多学科交叉融合平台
　   建立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交流平台
      搭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支撑平台
      打造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协同创新平台



            2017年5月18日，《细胞》
发表了云南省中科灵长类生物
医学重点实验室、昆明理工大
学灵长类转化医学研究院季维
智、陈永昌团队和同济大学医
学院孙毅团队合作运用TALEN
技术开展食蟹猴瑞特综合征
（Rettsyndrome，RTT）模型的
研究成果。

5只“自闭猴”登上国际顶级期刊  为治愈自闭症带来希望

案例       

2016年“生物学与转化医学”学术研讨会在伍集成会堂召开

         会上，季维智研究员、蒋立虹主任医师分别作题为《灵长类转化医学》、《云南省先天性心脏病的分子
流行病学研究》的大会主题报告。学校特聘教授马原野作题为《认知障碍的灵长类动物模型》大会报告。



      以疾病诊治疗为指引，重点学科为龙头，带动特色专科发展。积极发展

专科特色技术，不断加大疑难危重症的诊疗比例。

学科分类

临床亚专业发展

多学科联动（MDT）

学科调研

具体步骤

学科群建设思路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学科群大讨论



中心名称 国家级、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其他参与学科
妇产与生殖医学中心 生殖医学科 遗传诊断中心、妇科、产科

遗传诊断中心 遗传诊断中心 妇科、产科

神经系统疾病中心 神经内科 神经外科

心血管系统疾病中心 心血管内科 心脏大血管外科

消化系统疾病中心 消化内科 普外一、二科、肝胆外科

老年医学康复中心 老年医学科 康复科

医学影像中心 放射科、核医学科、MRI、超声医学科

呼吸系统疾病中心 呼吸科、胸外科

肿瘤中心 肿瘤内科 甲状腺乳腺科、放疗科、病理科

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治研究中心 风湿免疫科、消化科—自身免疫性肝病、炎症性肠病 皮肤科、眼科、检验科、妇科、产科

儿童疾病中心 儿科 产科、眼科、耳鼻喉科

内分泌代谢疾病中心 内分泌科 甲状腺乳腺科、妇科、

骨关节疾病中心 骨科 风湿免疫科、老年病科

    建立以病人为中心的多学科诊疗中心（MDT），用多种诊疗方法使病

人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整体、系统的关怀和医疗质量。

多学科诊疗中心（MDT）



放射科

急诊内科
临床营养科

消化内镜中心 肝胆外科

基础医学研究所 病毒性肝炎及重症肝病研究中心感染性疾病科

核磁共振科

学科群建设案例——病毒性肝炎及重症肝病研究中心



在医联体和专科联盟的基础上
初步搭建了我省病毒性肝炎及重症肝病的协同研究网络

研究平台

制订研究策略

建立共享数据平台
生物样本库

研究方案设计病例收集

病毒性肝炎及重症
肝病研究中心

一级研究中心

二级研究中心

三级研究中心
 



      平台

        项目

       方向
1.肠道微生物与
人类疾病
2. 病毒性肝炎
及重症肝病
3.热带病及寄生
虫疾病
......

1.荷兰Erasmus大
学医学中心
2.昆明理工大学生命
科学院
3.省级消化病学创新
团队（六个方向之
一）
4.云南省第一人民医
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5.中国科学院昆明动
物研究所
联合：浙江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感染科

1.八项基础项目

2.六项临床项目

3.五项推广项目

平台和团队

郭强

云南省第
一人民医

院副院长、
博导、云
南省领军
人才，国

务院津贴、
云岭名医

云南省消化
病学创新团
队一等奖

黄建荣

浙江省新
世纪151
人才、感
染病学会
副主任、
寄生虫病
学会副主
任，全国
重肝与人
工肝专家
委员会副
主任

成果获国家
二等奖及省
科技进步一、
二、三等奖

施鹏

博导，昆
明动物研
究所研究
员、副所
长，遗传
资源与进
化国家重
点实验室
PI ，
“杰青”，
“百人计
划”

医院正式
聘请为感
染性疾病
科研行政
副主任

夏雪山

昆工生命
科学院院
长，从事
分子病毒
学研究，
建立抗
HCV药物
筛选体系
及丙型肝
炎小动物
模型研究

院内戊肝
研究中心

潘秋卫

荷兰Erasmus
大学医学中
心，博士生
导师，并在
戊肝研究方
面取得了国
际同行充分
的认可的成
绩（已共同
发表10分以
上SCI文章2
篇）

共同申报传
染病分子流
行病学创新
团队



1.李氏人工肝的应用
2.鹅膏毒蕈中毒致肝衰竭救治
3.肝脏病变内科介入治疗
  超声造影
  内科介入（微波消融术、激光消融术等）
  多影像融合技术

2017年新业务新技术开展情况

微波消融激光消融创伤小恢复快

3D打印技术

IF：37.086

SCI文章发表情况



大网络、大数据

大网络、大数据

宿主与环境 戊肝

乙肝 庚肝
丙肝

队列研究

母婴零传播

分子诊断技术开发

抗病毒抗肝纤维化药物

与发达国家交流

辐射东南亚周边 医学教育人员培训

三级会诊网络

新
技
术

     
新
方
法

新
技
术

     
新
方
法

建设目标



         院中院(疑难危重病诊治中心)：根
据临床路径综合多学科医学技术，以一
个或多个病种为特色，整合规模大、口
碑好、技术强的优势学科组建“院中
院”。并整体带动医院发展，向特色专
科、优势专科发展，走精准发展、内涵
发展的道路。
    从单纯的医疗服务供给主体，向区
域医疗人才培养、医学科研和医疗技术
标准制定等服务的主体转变。

学科群建设案例——院中院和疑难危重病诊治中心

交叉专业专业

优势学科群

专科 相关专科

亚专业专业

交叉专科亚专科

院中院或疑难危重病诊治中心

             通过建设方式和管理方式转变，升级打造成优势突出、专科管理更加精细的集群，从而带动
总院全面发展。寻求在单病种的专业技术、学科实力、医疗服务上突破。其隶属关系及性质不
变，由总院领导，经济往来归总院财务统一管理，发展纳入总院统一规划，执行总院统一的质
量标准和安全控制规范等，卫生资源与总院共享。



学科群建设案例——血液系统疾病学科群

云南省血液病医院

儿科

感染性疾病科

老年医学科

风湿免疫科

中医科

血液科

遗传诊断中心

检验科



云南省血液病医院
作用：带动云南疾病诊疗和临床基础科研水平，力争晋升全国先进行列

血液一科：
各类贫血

 
血液二科：

恶性血液病诊疗科 

血液三科：
出凝血性疾病科

血液四科：
造血干细胞移植科

床位配置：76张
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医师4人，住院
医师及以上职称医师8人，护理19人 
设立：肖志坚、李建勇专家工作站

床位配置：45张
人才配置：副主任医师2人，住院医师及
主治医师6人，护理10人 
设立：张凤奎专家工作站

床位配置：36张 
主任及副主任医师共2人，住院医师
及以上医师4人，护理9人。
设立：阮长耿院士工作站

床位配置：7张 
人才配置：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医师2名
主治医师1名；护士配置10名
设立：程涛专家工作站 



学科群建设案例——呼吸系统疾病学科群

云南省呼吸系统疑难疾病诊疗中心

放射科

儿科

老年医学科

感染性科

胸外科

呼吸科

检验科

基础医学研究所



呼吸
危重
症治
疗

呼吸
内镜
微创
检查
及介
入治
疗

睡眠
呼吸
疾病
诊疗

 技术 

肺癌
学基
础研
究

呼吸
道病
毒感
染检
测及
救治

咳嗽
实验
室及
肺功
能检
测

云南省呼吸系统疑难疾病诊疗中心
       作用：建成云南省内呼吸系统疾病
新技术、新业务的推广中心，成为临床
科研创新平台和人才培养基地，部分指
标达到西南地区领先水平，进一步提高
省内影响力和对南亚、东南亚地区的辐
射能力。



学科群案例——规划建设专科分院

“五块牌子”整合共建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世纪金源分院

云南省妇幼保健院

云南省妇女儿童医院

云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云南省优生优育研究所

云南省妇女儿童医院

产 科

生殖妇科儿 科

遗传诊断中心
生殖医学科



第五部分 智慧医院建设呈现优质服务提升学科综合实力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的发展，人工智能在计算领域的计算智能可以依靠云计算对大

数据的高效分析与智能计算，初级感知智能中的医疗智能语音、医疗智能视觉和可穿戴

医疗设备等飞速发展，逐步进入医疗行业，甚至寻常百姓的生活。

基因测序

药物发现

医疗智能语音

医疗智能视觉

医疗机器人

可穿戴设备

远程医疗

智能决策

智能诊断......

智慧医院系统

区域卫生系统

家庭健康系统



建设智慧医院

2016年9月27号，智慧医疗研究院揭牌仪式

 获批成为云南省实施“互联网+医疗”行动计划的试点单位，与联想集团联合成立智慧医

疗研究院，启动智慧医院建设，与微医集团合作试点建设“云南互联网医疗昆华协作医院”；

同时，与中国联通云南分公司签署了互联网+医疗及健康管理战略合作协议，得到通信运营平

台的相关技术支撑；与广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合作实现金融业务实时

对接；获得省、市医保大力支持，实现医保支付无缝衔接。

2017年6月2号，智慧医院正式上线。



一个团队

一个制度

一个模式

    区域医疗资源整合    
         医联体协作
 
 智慧医院建设
 互联网+医疗
 OA协同办公

 医联体多学科协作   
        诊疗团队

远程医疗
检查检验结果共享
科研联合
远程教学
医康养融合

           分级诊疗

互联网+智慧医院+医联体

积极探索快捷高效的一体化模式

     积极组建昆华医联体，拓展人才培训和适宜医疗技术推广，已与省内215家二级以上
公立医院组建昆华医联体，覆盖了省内16个州市和邻近的四川、贵州等部分县区，形成了医院、
专科联盟、专家团队等多层面帮扶机制，成立6个省级专家基层工作站和66个二级医院和社区
专家团队基层工作站，与医联体医院共建利益共同的“精准医学与优生联合实验室”，建立同
质化管理的35个生殖医学（不孕不育）双向转诊连续性医疗服务分支机构



通过云南互联网医疗昆华协作医院对福贡县
人民医院脑卒中患者进行远程科室间会诊

2017年2月

2017年3月

2015年11月

与中国联通云南分公司签
署互联网+医疗合作协议

2016年9月

与联想集团合作建设智慧医疗研究院

与官渡区卫计委签订
《互联网医院项目合作框架协
议》

2016年11月

2016年12月

2017年

云南互联网医疗昆华协作医院平台上线 陆续开展日常会诊转诊
与微医签订昆华协作医院协议

       福贡县人民医院



       2015年11月30日，与中国联通云南分公司签署了《“

互联网+医疗”及健康管理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我院信息

化建设步入“互联网+”时代。

一是智慧医院建设与“互联网+医疗”同步推进



       2016年4月，与联想智慧医疗签署《设立智慧医疗研究中心合作框架协议》，通过智慧医疗研发中心的

形式，提供智慧医院建设的流程创新、功能设计、应用代码开发、系统部署和运维服务等，在推进区域内医

院信息化建设水平和数据共享交换标准发挥引领作用。



二是在医联体内全力推进互联网医院建设

2016年8月2日，省卫生计生委批准第一家建设“互联网医院” 



三是搭建共享平台



整合信息孤岛：
       集成门诊、病区、临床路径、各种检查检验等

智能升级

利用WIFI、电视、电脑、移动终端、微信、院区一卡通等
逐步推进自助打印机、远程培训、医护移动办公终端、移动医疗、远程
医疗平台、远程健康管理和家庭照护服务等“互联网+”应用合作

工  具

构建信息共享、服务共享、网络共享、人员共享的系统机制
奠定智慧化医院格局，节约运营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患者就诊
满意度。

目  的

智慧医院

促进医疗服务提升



有效推进临床路径病种试点促进临床重点专科建设
     通过智慧医院建设，完成HIS系统等升级与接口对接工作，真正实现了院内
不同系统间的互联互通。在临床路径管理方面，信息化全面推进了DRGs管理
进程，近500余个病种模板上线，其中300多个病种已完成医嘱标准化工作，
既规范了诊疗行为，有切实减低了药品和耗材占比。



微信 支付宝 云医在线 大象就医

(二)取得初步效果
一是预约挂号逐渐增加 建设多功能自助服务系统可以在门诊、医技检查、住院病区

等区域布设全功能自助服务系统（自助机）126台，使用医
保卡或身份证直接办理就诊卡，进行分时段预约、费用查询、
缴费、物价信息、发票出具、报告单打印等业务，无需到收
费窗口反复排队办理，均可通过医保卡、微信、支付宝、现
金、银行卡随时自助完成。智慧医院6月15日上线，号源
100%开放，分时段预约率达91%以上。



p 推行日间医疗缩短住院周期 日间化疗、透析中心、日间手术、日间病房……

p 实行全病程服务改善非医疗

p 预约挂号分时段分诊间管理
诊间付费

诊间预约

中长期预约

预约挂号  院前准备  床位安排  
院中服务  出院随访  改善感受

优化诊区布局再造服务流程
   充分体现医院差异化特色，开设头痛头晕、黄疸、更年期、睡眠障碍等21个专

科专病门诊，名称符合患者症状，便于患者对症就诊；积极建设日间病房中心，妇
科等10个科室124名医师授权开展日间手术，缩短患者住院周期；同时，医技部门检
查检验与门诊临床科室有效衔接，放射科新增介入检查和治疗24小时值班；磁共振
阅片出报告延长至凌晨3:00；病理科通过优化流程缩短周期，国家规定5天省一院3
天就能出报告；生化检验流水线系统投入使用，一般检查全部在2小时内出结果，在
自助机上取报告。



二是城乡互联互通

云南互联网医疗昆华协作医院        福贡县人民医院

       首例远程会诊：距昆明700公里外，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人民医院的患者，晴朗天气需要18小时车

程。互联网让700公里变成近在咫尺。



三是医联体高效转诊

线上线下  远程会诊＋转诊   实例

2017年4月12日12:00，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人民
医院消化科病人通过“云南互联网医疗昆华协作医院”平台 向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消化科、肝胆科发起远程三方会诊。经过
消化科宋正主任和肝胆科王峻峰副主任会诊，提出诊疗意见；

2017年4月12日17:30，福贡县人民医院由于医疗条件限制，
不能医治，在云南互联网医疗昆华协作医院发起转诊请求。云
南省互联网昆华协作医院医事服务中心接到请求，云南省第一
人民医院消化科开放病人入院绿色通道，预留病床。

2017年4月13日晚22:30，病人经700余公里车程到达云南省
第一人民医院，医事服务中心全程陪同病人入院。

宋正己主任科室会诊 王峻峰副主任平板电脑会
诊



四是资源共享实施远程医疗
       积极依托智慧医院延伸互联网+医疗，组建远程医疗会诊中心，实现县县通，开展省内会诊

11775例，省外会诊862例；通过云南互联网医疗昆华协作医院建设，实现省内、省外点对点互

联网远程会诊、远程医师规范化培训、线上线下双向转诊、病例讨论、手术示教等互联互通。

自2月试运行以来，累计服务云南患者3400余人次。积极发挥省级三级医院对基层的技术辐射和

带动作用，促进区域医疗资源共享。



探索全病程服务在便民措施上下功夫
   增设周末出入院服务，筹备建设病友服务中心，同

时，提供全病程非医疗服务。优化建档、挂号、就诊、
检查、取药等环节，建立采血岗机动库，自助包药机配
药；向患者免费发放自制的就诊线路卡，提供免费饮水
设施等等。

云南互联网医疗昆华协作医院

五是家庭医生服务更加紧密



         建设“慢性病管理中心”，针对慢性病的应用管理终端，智能硬件与互联
网结合，能够对如糖尿病、高血压、肿瘤、结石、膀胱前列腺等疾病进行实时
监测和用药就医提醒，把医生真正还给了患者。



      六是全院影像系统建成，实现部分医联体医院互联互通，正在全力打造区域影
像中心和检验中心



        安排医联体医院人员进修3200余人次，短期培训2900余人次，免费培训西畴县乡村医生128名；目前，

医院正积极探索“互联网+”医师规范化培训，突破地域、人员、时间等因素限制，提高医务人员培训和继续

教育质量和效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综合考核通过率连续两年列居省内首位。

七是助力医师规范化培训



按一次接诊，2次在线付费节约40分钟计算

4390*40/60 =2960小时

挂
号

按一次云医在线挂号节约25分钟计算

4312*25/60 =1800小时

收
费

节省病人时间 4760小时

节约医院人力资源 37人/天人
力

资
源
人
力

八是节约运营成本

整
合 整合信息孤岛，有效数字分析，促进精细化运营管理

   智慧医院上线后，每名患者的整体就诊时间缩短1/2，其中，患者缴费排队等候
时间减少10倍左右;财务窗口收费人员减少14人，极大节约了医院运营成本。



建立健全设备管理体系 建立内部控制规范 建立预算管理制度

以临床需要为核心的物
流供应体系

实施全成本核算管理 后勤精细化服务

推进精细化管理
1   2   3

  4   6  5 

在医院人事岗位管理方面，院内大数据分析RBRVS等现代管理工具得以应用，促进了授

权下的医疗组长负责制和护理岗位垂直管理的实施。

在医保支付和监控方面，成为省、市医保中心DRGs支付制度改革试点医院，实施新农合

跨省就医异地结算工作，已与辽宁、西藏等9个省份省级新农合管理机构进行跨省就医联

网结报；同时，开发并率先实施院内医保费用预警管控，对医保医疗行为进行实时管控，

大幅度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在医院精细化管理方面，以全成本核算为核心，集医用品物流、人事薪酬、后勤维护为

一体的支撑中心和运营核算平台逐步搭建，既可以控制人员经费、行政耗材、维修材料

及各项事业经费开支，通过现代管理工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



   第六部分 取得的初步成效



时间 总权重 CMI DRG组数
低风险死亡率

%
费用消耗指数 时间消耗指数

2015年 90283 1.03 675 0.03% 1.09 1.01

2016年 102734 1.09 666 0.01% 1.04 0.92

2016年全院DRGs评价指标比较

       2016年，总权重较去年同期增长15.6%；病例组合指数（CMI）较去年同期增长
5.8%；DRG组数较去年同期下降1.3%。低风险死亡率下降66.67%；费用消耗指数与
时间消耗指数均有下降，费用消耗指数下降6.3%；时间消耗指数下降8.9%

疑难杂症和危重疾病的诊疗能力不断提高。



医疗指标

总诊疗人次



11月1日，为充分发挥改善医疗服务活动中涌现的先进典型的带动、示范作用，在国家卫
生计生委指导下，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大力支持，由人民日报社人民网主办的“我们在行动·我
们共分享——2017中国医院院长改善医疗服务论坛”在昆明顺利召开，并对评审出来了的改善
医疗服务行动先进典型予以授牌。省一院作为全国14所医疗机构之一荣获了“2017年度全国优
质服务示范医院”。11月2日上午，人民网健康部主任万世成、总监吴群虎等一行4人，专程到
省一院现场体验和成效专访。通过实地走访业务科室的各个服务流程环节，随机采访医生和患
者的真实感受，详细了解省一院智慧医院建设、优化医疗服务模式、落实分级诊疗、推进医疗
联合体建设等方面采取的具体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