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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患者抽完血后，只能在上
午11:30、下午3:00和4：30三个时
间点来取检验报告。现在我们优化
了工作流程，三大常规项目的检验
报告时限缩短至30分钟之内，生
化、免疫项目的检验报告时限缩短
至100分钟之内，而且是滚动出具
报告，大大减少了患者等待检验报
告的时间。”日前，滨医附院检验科
主任彭新国说。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优化、改
善、提升患者就医环境和就医体验，
滨医附院通过优化工作流程、强化
人员管理、升级预约系统等方式，明
显缩短了患者排队等待的时间和拿
取检查报告的时间。同时，医院检
验科、超声科等科室采取弹性排班
制度，延长为民服务时间，让市民的
就医满意度得到进一步提升。而

“两缩短一延长”工作机制，也成为
滨医附院“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医院做检查或者住院，采血
往往是固定程序。而采血后标本的
收集传输、分拣核收、实验室内标本
的运送耗费大量时间，大大影响了
患者满意度及医院服务质量。为简
化患者采血流程、缩短检验报告出
具周期、减少标本检验差错，滨医附
院检验科近年来开始运用“智能采
血管理系统”，提高医院服务质量及
患者满意度。

彭新国介绍，这一系统的具体
流程为：门诊患者采血自助取号后，
系统自动为患者准备采血管、自动
打印粘贴试管标签、自动传输至各
采血位，集成了自动登记系统、自助
预约叫号系统；采血完成后，系统自
动收集采血标本，并无缝连接传输
至分拣核收系统，最后通过实验室
机器人自动运送至各实验区。“检验
科引进智能叫号采血系统之前，平
均采血等待时间为20分钟左右。
引进系统后，平均采血等待时间为

15分钟左右。”彭新国说。
为进一步“提速”，滨医附院检

验科于2020年 9月份开始实施采
血奖励措施。“为提高门诊采血人员
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进一步体现
奖多罚少、奖勤罚懒、兼顾公平、以
奖为主的原则，我们制定了抽血考
核制度，让采血工作量与绩效挂
钩。”彭新国说。据了解，滨医附院
检验科主要侧重每天早晨7:00—
11:00时间段的抽血工作量考核，
对高于每天平均工作量的予以奖
励，对低于每天平均工作量10%的
将进行处罚。在这一政策的激励
下，患者平均采血等待时间缩短为
5分钟左右，效果非常显著。随着
检验科整体环境的改善和工作流程
的优化，患者的就医体验明显改善，
患者的采血满意度由2019年度的
92%提升到2020年度的99%。

滨医附院超声医学科也同样采
取了“两缩短一延长”制度。“我们科

室要求全体医护人员提前半小时到
岗，每天早上7:30就在岗位上待
命。”滨医附院超声医学科主任崔广
和介绍。同时，为方便患者就医、缩
短患者等待时间，滨医附院超声医
学科进一步优化了检查区域的分
布。“医院超声检查有五个区域，分
别在门诊一部、门诊二部、住院一
部、急诊科和体检中心。区域分布
比较合理，患者在做检查的时候能
减少走路的时间。”崔广和说。同
时，医院有完善的预约分诊系统，而
超声医学科在全院最先开始使用有
图文报告功能的预约分诊系统。今
年，超声医学科进一步更新升级了
系统，实现了患者自主预约更便捷，
大大减少了排队等待时间。除此之
外，超声医学科还提供“床旁超声”
服务。针对行动不便、病情较重的
患者，配备了三台设备，在患者病床
旁就能进行超声检测，真正做到了
贴心服务，让患者暖心、安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诚 通讯员 赵新英 郭庆花 报道）“鼻
乃美之魂”，我们的鼻子位于面部的
中央，是五官中最突出、最先引人注
目的部位，所谓“面部一枝花，全靠
鼻当家”。近日，滨州市人民医院完
成了全市首例自体肋软骨移植复杂
鼻综合整形术，帮一位女士实现了

“美鼻”梦。
今年19岁的李女士是位爱美

人士，为了让自己的鼻子更漂亮，她
在其他医院接受过线雕隆鼻手术，
初始效果尚可，可后来线雕逐渐失
效。她在综合比较硅胶假体隆鼻、
耳软骨隆鼻、肋软骨隆鼻等方式后，

决定接受肋软骨移植术。
肋软骨移植术的优点是效果稳

定，自体组织无排斥反应，不会透
光，还可“量身雕刻”。为李女士操
刀的是市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科医生
张雷。张雷是市人民医院整形外科
主治医师、美容主诊医师，曾赴俗称

“八大处”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
科医院学习进修。十余年的从医
路，使他对整形专业的理解越来越
深入，技艺也愈加成熟。

因为肋软骨做鼻背远期可能有
一定变弯的几率，张雷医生的团队
经过讨论，决定采用硅胶制作鼻背，
用自体肋软骨做鼻尖成形和鼻翼改
形，同时做鼻基底的填充。术前，张
雷在助手孔孟龙、宁洁鑫医师的配
合下，完美地采取了李女士右侧第
7肋肋软骨。张雷说，取一小段肋
软骨对胸廓的稳定性和正常生活无
任何影响，刀口的缝合采用美容缝
合，术后瘢痕极轻微。

手术开始后，张雷首先在李女
士的鼻小柱开了一个“V”形切口，
这个位置可明显减轻瘢痕增生，并
且藏在鼻下，很难被发现整形痕
迹。可当打开切口时，张雷发现李
女士的鼻组织内遍布黏糊糊的线状
线雕残留，这些线不止让解剖层次

混乱，而且产生了异常粘连，有几根
线还把鼻部的重要软骨勒断了。张
雷只能慢慢地清除这些残留的线，
尽可能恢复李女士鼻子正常的解剖
层次。他根据鼻中隔软骨的厚度和
长度，预估搭建支架所需的肋软骨
长宽厚尺寸，止血后开始雕刻肋软
骨、搭建成初步软骨支架，调整合适
的角度后将支架置入剥好的腔隙
内，用可吸收线缝合固定，再将一个
2毫米厚的鼻小柱支架用于支撑鼻
尖，支架固定后多次调整角度和高
度，达到良好的手术效果。最后将
硅胶假体雕刻完成后植入，固定后
将原刀口归位缝合。

“这就像是搭积木。”张雷打了
个比喻，“把肋软骨雕成一个个薄片
状的积木，把积木搭起来放进鼻子
里缝合起来，效果自然，外面还看不
出刀口。这个手术是线雕隆鼻术后
修复加肋软骨隆鼻，比较复杂，难度
高。”

手术完成不代表一切结束，最
后阶段还有个极大的风险，就是麻
醉师让病人苏醒。因为全麻的病人
全靠气管内插管连接呼吸机呼吸，
病人躺着，鼻内和口内的术中出血
和分泌物全都聚集在病人的咽喉
部，必须于病人苏醒前全部吸出，且

手术医生要查看鼻部刀口有无活动
性的出血继续往咽喉部流，否则病
人半清醒状态拔出气管插管后会有
窒息的风险。“本次手术的麻醉师是
医院的董明远教授，他技艺精湛、一
丝不苟，病人慢慢地安全苏醒，感觉
就像睡了一觉。”张雷说。

手术三天后，李女士顺利出院，
半个月后肿胀基本消退，她也得到
了梦寐以求的“美鼻”。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
们不仅追求健康，更渴求美丽。医
美行业数据报告披露，在中国有近
2000万的医美消费者，但国内的
整形外科医生非常紧缺，每百万人
中只有不到3位整形外科医生。很
多不合规的私立医院、黑诊所存在
无证行医的现象。在这些非法的医
美机构，每年发生约4万起医疗事
故。

张雷说：“医疗美容在医院里
进行，安全有保障，各种美容药物
渠道正规合法，收费项目透明。我
们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有十年以上丰
富临床经验的医生，受过严格的外
科培训，也受过正规整形医院的专
业教育，在求美者整个治疗过程中
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消费者的安全。”

日前，滨州市中心医院联合
滨州市红十字会举行了造血干
细胞捐献血样集中采集活动。
经过信息审核和现场采集，最终
有 105 名医院职工完成血样采
集。

为做好此次采集活动，市中
心医院向全体职工发出了《“捐
献一份血样·挽救一个家庭”志
愿捐献造血干细胞倡议书》，倡
导全院职工向医院已经成功捐
献造血干细胞的杨书峥、杨会
利、菅霞三名同志学习。倡议书
发出之后，临床医技、行政后勤等
各个工作岗位上的人员积极响
应，踊跃加入到捐献队伍中来。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鹏飞
通讯员 王迅 王丙强 吴迪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诚 通讯员 赵新英 郭庆花 报道）近
日，山东省神经科学学会“急性缺
血性脑卒中研究专项基金”项目启
动会在济南召开。会上，滨州市人
民医院获评“神经疾病临床研究基
地”，并获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研
究专项基金”。

据介绍，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目前正参与国家“十三五”课题

“ANGEL-ASPECT”课题分中心
研 究 、国 际 项 目“DIRECT-
SAFE”课题分中心研究；获批山
东省医药卫生计划项目5项，滨州

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3项；医护人
员参编著作十余部，发表省级以上
学术论文近百余篇，获市级科技成
果进步奖30余项。

2019年，市人民医院神经内
科获批滨州市首家“国家高级卒中
中心”。其中，神经内科二病区承
担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急症动脉取
栓、动脉内支架置入治疗，以及脑
动脉瘤栓塞、脊髓血管造影等神经
介入技术，年开展手术量约800台
次，已成为滨州市神经介入最大的
诊疗中心，并组织承办“滨州市神
经介入沙龙”项目5年。

滨医附院“两缩短一延长”全面优化患者就医体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葛肇敏 通讯员 蒋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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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
辉 通讯员 房志浩 报道）近日，2021
中国山东（青岛）国际康养产业博览
会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
博览会组织开展了“2021山东康养
产业十佳创新项目”评选活动，山
东欣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
康养产业的新兴企业，在37家参
选企业中脱颖而出，荣获“2021

山东康养产业十佳创新项目”称
号。

山东欣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于2017年4月，位于滨州高新
区，主要从事与睡眠和健康有关的
科技研究、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
医疗管理、健康咨询服务和健康产
业开发等业务。公司涵盖滨州欣悦
康复医院、映寿滙医康养联合体、

万物生颐养花园、健康产品研创智
造基地、黄河谣植物园、康复人才
教育培养等六大板块，其中健康新
材料、医养联合体及山东健康职业
学院三大项目分别入选山东省重大
项目及重大准备项目。

山东欣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是
国内健康行业标杆企业，围绕养老
产业，致力于打造集研发、生产、

销售、工程、会议、论坛为一体的
综合服务平台，产业已覆盖医疗、
生产、教育、康养、地产、旅游等
多个版块，通过全方位布局、全产
业链优势，提供智慧医疗、旅居养
老、顶层设计、养老物资配送、适
老化改造等综合服务。

“2021山东康养产业十佳创新项目”评选结果揭晓

山东欣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榜上有名

沾临高速项目部开展高处
坠落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
子强 通讯员 杨涛 孙在康 报道）为
深入开展以“落实安全责任，推动
安全发展”为主题的安全生产月活
动，进一步提高全体人员面对突发
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日前，
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联合沾临高
速二标段项目部，在沾临黄河特大
桥产业园开展了高处坠落事故应
急救援演练活动。

此次演练场景模拟2名施工
人员在北岸预制厂2#线存梁区进
行梁板吊运、存放作业时，受大风
影响，1名工人在梁板吊运钢丝绳

系挂过程中，不慎从3米高处梁板
上跌落。现场总指挥第一时间得
到报告后，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
案，召集应急救援小组展开救援。

演习中，由40余名工作人员
组成的5个应急小组分工明确、配
合紧密，从事故发生、启动应急预
案、现场处置到实施救援，做到了
反应快速、处置有序，有效检验了
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为
全市公路桥梁建设工程应对此类
突发事件积累了宝贵经验，起到了
很好的教育防范作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诚 通讯员 郭庆花 报道）近日，一
场别开生面的“猪心”解剖培训会
在滨州市人民医院心律失常论坛
上亮相。数十名从事心血管专业
的医师以及对心脏解剖和电生理
学感兴趣的住培学员参加活动，其
中还包括从周边医院慕名而来的
心血管专业同仁。

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一病区主
任贾荣波说：“将猪心引入解剖教
学，有利于增强教学的直观性，使
抽象的内容具体化，对于提高学员
们的动手能力有很大帮助。通过
眼观、手摸、现场解剖‘猪心’，学员
们能够全面熟悉心脏解剖结构，为
下一步开展心脏介入手术打好基
础。”

近三年来，滨州市人民医院心
内科射频消融手术量逐年增长，涉
及房颤、房速、房扑、室早、室速、阵
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房室旁路，
房室结双径路）等病症，使越来越
多的心律失常患者从中得益，重获
健康。目前，该科室采用的三维导
航系统具备可视化、精确化、多维
度、极少X射线辐射等优点，已成
为临床心脏电生理发展的大势所
趋。

贾荣波说，此次开展“猪心”解
剖培训，能够激发各级心血管医生
对心脏电生理的兴趣，从而吸引更
多的有志青年医生加入到心律失
常诊疗工作中来，让广大心血管疾
病患者享受到更加优质、精准的医
疗服务。

“猪心”解剖培训会亮相
市人民医院心律失常论坛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诚 通讯员 赵岩 徐大伟 报道）7月
8日，中国肺癌防治联盟滨州市人
民医院肺结节AI诊治分中心启动
仪式举行。中国肺癌防治联盟主席
白春学教授向滨州市人民医院授
予“中国肺癌防治联盟·滨州市人
民医院肺结节AI诊治分中心”牌
匾。

肺癌是全世界发病率较高的
疾病，其早期往往表现为无症状的
肺结节。由于目前国内的诊疗水平
很难对大多数肺结节做出及时、准
确的诊断，致使许多患者治疗延
后，以至于丧失最佳治疗时机。因
此，如何尽早发现无症状的肺结
节，已成为预防和治疗肺癌的关
键。

据介绍，为改变中国肺癌发病
率高、死亡率高和5年存活率低的
状况，2012年，在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的支持下，由上海市呼吸病
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呼吸科白春学教授团队牵头成
立了中国肺癌防治联盟。自2021
年4月起，中国肺癌防治联盟启动

了“智能惠及百万早期肺癌工程”
（简称“百万工程”），以培养区域人
才、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辅助早期
肺癌诊治为目标；同时启动的“中
国肺癌防治联盟肺结节AI诊治分
中心”项目，将在3年内在全国百
家医院设立“中国肺癌防治联盟肺
结节AI诊治分中心”，预计将在
5—10年内救治百万名早期肺癌
患者。根据计划，2021年，中国肺
癌防治联盟将建设完成30家“中
国肺癌防治联盟肺结节AI诊治分
中心”。

滨州市人民医院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是滨州市临床重点专
科，肺结节综合诊疗专科是山东省
临床精品特色专科，也是山东省该
领域唯一的精品特色专科，医院的
肺结节诊疗技术一直走在全省前
列。此次入选“中国肺癌防治联盟
肺结节AI诊治分中心”后，医院将
得到更多学术和技术（顶层设计、
学术引领、科技创新、智能惠众）等
方面的支持，从而进一步提升诊治
水平，为早期肺癌患者带来更多福
音。

市人民医院成中国肺癌防治联盟
肺结节AI诊治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