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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悠悠六载易，齐鲁扬帆正当

时。2019 年 12 月 21 日， 在 开 诊 6 周

年之际，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举

办“博爱齐鲁 情暖岛城”大型义诊、

首届疑难危重优质病例 Top10 演讲比

赛等活动，献礼 6 周年。

上午 8 点，医院各科门诊准时开

诊，等候的患者有序就诊。诊室里，专

家耐心细致询问病情，认真仔细地检查

并根据个体情况提供有效的建议。每年

12 月 26 日院庆前后，医院坚持举办“博

爱齐鲁 情暖岛城”大型义诊活动，邀

请济南、青岛权威专家在青义诊，累积

为数万百姓提供健康咨询。

“特别好，很受益，不愧为齐鲁

的大专家。”上午 9 点半，来自即墨通

济新区邢家岭社区中心卫生室的郭医生

走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内分泌

科诊室。她表示，自己一直以来就很关

注齐鲁医院，看到微信上发布义诊的消

息后，专门约着几位患有糖尿病的居民

今天前来就诊。“一方面，他们几位的

血糖一直降不下来，想找齐鲁的专家给

看看；另一方面，有一些新药想给居民

用但又不知道怎么用，我也想请教专家

新药的用法用量。专家都非常耐心地给

我进行了讲解，这样我以后也就能放心

地给居民使用这些新药。非常感谢！”

她说。

下午 2 点，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

岛）首届疑难危重优质病例 Top10 演

讲比赛活动在医院三楼学术报告厅隆重

举行。院长焉传祝教授、副院长潘新

良教授、副院长张彤出席活动并担任评

委，来自济南中心院区及青岛院区部分

专家担任评委，并邀请医联体单位代表

到场观摩指导。医务部副主任袁英主持

比赛。作为院庆 6 周年的重要学术活动，

比赛同步进行网络视频直播，直播期间，

42.8 万人次点击观看。

为庆祝开诊 6 周年，医院于 12 月

4 日举办第二届齐鲁大内科疑难病例论

坛，来自全省各地各级医疗机构的内科

医师 240 余人参加活动，反映出我院诊

疗技术良好发展的势头；医院于 11 月

30 日组织开展了第二届低碳有氧健步

行活动，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增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

6 年前，为响应青岛市委市政府实

现百姓“病有良医”的发展目标，山东

大学齐鲁医院（青岛）肩负着传承齐鲁

医院百年文化、服务胶东半岛人民群众、

铸就山大齐鲁品牌辉煌的使命来到青岛

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

6 年来，医院建设始终坚持高起点、

高标准、高水平，与济南中心院区“统

分结合、一体发展”。医院全体职工以

齐鲁百年文化为指引，以技术创新为动

力，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多措并举，

精诚团结，全心全意守护百姓健康。

2017 年 5 月，青岛市卫计委组织开展

了 2017 上半年群众看病就医满意度第

三方评价，医院在所调查的 15 家医疗

机构中位列第一，得到社会和病人的一

致认可。

6 年，是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新

契机。医院全体职工将始终牢记使命，

不断提高诊疗技术，提升服务品质，以

精湛的医疗技术和真诚的服务态度，切

实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在实现百姓健康

梦想的道路上务实拼搏，铸就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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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领导班子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医院

发展，组织党员、职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展“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坚定理想信

念，凝聚思想共识，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意识

推动医院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以党的建设引领医院文化建设，利用中

层例会、专家宣讲报告、交流座谈、演讲比

赛等形式培训学习，医院领导带头讲党课、

论管理、谈做人，用百年齐鲁优秀文化统一

职工思想认识。

医院始终高度重视医德医风建设，不断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每次医院例会通报医德

医风情况，营造了风清气正、和谐信任的就

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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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守护健康
——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开诊 6 周年回顾

党建引领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塑造风清气正行医环境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与济南中

心院区统一规划，一体发展，每个学科带

头人均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选派的专家，

常驻青岛带领学科发展，并派各科专家长

期轮流到青坐诊，使岛城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国内一流的医疗服务。

医院汇聚了以张运教授（中国工程院

院士）、焉传祝教授（泰山学者）、马祥

兴教授、潘新良教授、王志刚教授、何兰

杰教授、吴大玮教授、葛志明教授、李建

民教授等为代表的专家团队，打造形成了

以心血管中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中心、

脑科中心、骨科中心、医学影像中心等五

大中心为核心，以消化内科、重症医学科、

妇产科、血液科、呼吸内科、普通外科等

为重点的优势学科群，学科全面综合快速

发展。

脑科中心、骨科中心、心血管中心、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消化内科、麻醉科、

临床检验科获批青岛市医疗卫生重点学科。

建院以来，开展青岛市级以上各类新

技术 190 余项，部分项目填补了山东省空

白，脑科中心的“多模态导航下介入栓塞

与手术切除联合根治复杂脑动静脉畸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光纤激光喉外科治

疗”等技术为国内首次开展。

发挥综合医院优势，较早开展多学科

联合诊疗，建立疑难危重症讨论分析制度，

开展医疗新技术评选、疑难危重症病例评

选等。复杂手术与疑难危重症诊治能力不

断提高，2019 年，高难度（三、四级）手

术率为 48.03%，疑难危重病例占 25.68%。

科研教学方面，开诊以来承担科研项

目 148 项，发表 SCI 论文 366 篇，获中华

医学科技奖 1 项、省部级科技奖励 7 项，

市级科技奖励 5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 27 项。

举办省级以上继续教育学术会议 158 项。

实行英才计划等人才培养计划，已选派 56

名青年人才赴美国梅奥诊所、北京协和等

国际国内一流医疗机构进修学习。建成开

放阅览室、医学实验中心、实验动物中心、

生物样本库，获批建设青岛市线粒体医学

重点实验室、山东省微生态研究与诊疗中

心。制定柔性引进科研优秀人才管理办法，

建立院士工作站 1 个，柔性引进科研人才 7

人，为医院长远发展夯实基础。

医疗发展
深入推进学科建设，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不断提高

6 年来，医院已搭建起一支科学合理、

结构优化的护理团队。医院护理骨干在各

级护理专委会中的学术地位不断提高。

为了给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医

院从护理文化建设、护士培训、质量持续

改进，到护理管理创新，一点一滴夯实基

础，稳扎稳打砥砺前行。将多维度管理工

具应用于护理质量管理，构建“五位一体”、

“三级三路径”质量管控体系，开展的护

理品质管理项目多次获得国家、省、市级

奖项。

注重加强护理人才培养与人本管理，

构建以患者和临床需求为导向的多层次多

岗位培训模式。6 年来，共选派 172 人赴

北京协和、四川华西等知名医院进修、学习。

重视专科护士培养，先后培养 116 名院内

专科护士，37 名省市国家级专科护士，开

展了外科快速康复、血栓防治、卒中后营养、

胸痛预诊等多个创新项目。在保证护理质

量的前提下，逐步拓展服务领域，积极开

展护理延伸服务，让护理走进社区、走进

家庭，为护理工作注入更多人文内涵。

优质护理
重视护士培养，搭建梯队合理、结构优化的护理团队

6 年来，医院始终把医疗安全与质量管

理作为头等大事来抓。2016 年 10 月，医院

成立全面质量管理领导委员会，下设质量控

制与绩效考核办公室，并设 10 个考核组对全

院的基础质量、专业质量、服务质量进行全

方位考核、检查、督导、整改。实施医疗、

护理和行政管理夜查房、早交班制度，每周

2 次，对病危、病重、次日手术、当日术后、

当日入院和存在医疗隐患的“6 类病人”的

核心制度落实情况进行重点检查；次日行政

早交班，通报夜查房发现的缺陷，及时处理

发现的问题，有效提高了医疗安全与质量。

为进一步全面提升医院质量，2019 年

10 月，医院实施精细化管理，逐步建立以

精细化管理标准为目标的医院质量体系。

医院在全国率先实行了扣库联动系统的

管控，被评为青岛市医用耗材质控中心和青

岛市医疗器械规范化培训基地，成为全国行

业标杆。

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治疗的前提下，严

格控制药品和耗材的使用，在减少病人住院

天数、降低住院费用等方面成效明显。2019

年医保病人平均住院天数为 6.71 天，次均

住院费用 16713.81 元，低于医保指标规定的

18843 元；统筹外自付比例 28.02%，低于医

保指标规定的 31.42%，切实降低了患者就医

负担。

加强医联体建设工作，积极推进分级诊

疗，方便百姓就医。成立专人负责的医联体

办公室，已签约医联体成员单位近 30 家，

定期安排资深专家到成员单位坐诊、义诊和

手术，真正做到了优质资源下沉。

创新管理
全面质量控制为导向，“精细化”管理提升医院质量

在惠及民生的措施方面，医院坚持走在

前列。在青岛市率先设立 96599 健康服务热

线，24 小时为患者提供就医咨询、预约挂

号、建议和投诉受理等服务；率先全面使用

门诊电子病历，减少患者候诊时间；率先成

立住院床位管理中心，实行住院床位预约管

理、全院床位调配，极大缩减等待入院时间。

2018 年 4 月成为胶东半岛首家开通省直医

保患者即时结算的综合医院。

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多渠道预约、挂

号、缴费方式，建立智能导诊、报告查询、

随访等系统，方便患者就医。通过医嘱闭环、

检查闭环、输血闭环等系统，辅助医护诊疗

过程标准化、规范化。通过建立人、财、物

的管理系统，提升医院管理效率和水平，为

更好地服务患者提供保障。推出共享血压计

和共享轮椅等，方便百姓就医。

完善医院微信平台功能，开设“山东

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齐鲁医院青岛

院区”两个官方微信，制作原创视频科普栏

目《齐鲁专家谈健康》、图文科普栏目《齐

鲁医答》等，为市民提供实用的就诊服务与

健康资讯。

患者满意是医院始终追求的目标，将患

者满意度调查结果纳入科室绩效考核，形成

了行后科室主动为临床工作提供优质服务、

临床科室主动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的良性互

动。

温馨服务
以患者为中心，多措并举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6 年来，医院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公益

义诊、健康宣教等活动，为数万百姓提供

了免费查体和健康咨询。多次组织职工开

展无偿献血活动；通过慈善一日捐、春蕾

女童等活动奉献爱心。

每年举办“博爱齐鲁 情暖岛城”院庆

主题义诊，开展“服务百姓健康行动”系

列活动及各项健康主题日义诊等；选派高

年资医生到贫困地区、社区医院驻点帮扶；

切实履行医疗保障任务，齐鲁医护的身影

出现在岛城各大重要活动现场，用齐鲁医

院人的责任、担当为百姓撑起健康守护伞。

由医院志愿服务大队发起，各科室医

护人员组成的“齐鲁健康宣讲团”已成为医

院志愿者服务的品牌。医院还开展了“齐鲁

伴您行 健康到身边”系列活动，走进社区、

企事业单位、中小学等，将优质医疗服务送

到老百姓身边。

传承与创新，专注与磨砺。6 年来，医

院全体员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步一个

脚印，让齐鲁医院这座百年历史名院在美丽

的海滨之城绽放出新风采。未来的日子，医

院将持守匠心、锲而不舍，在实现百姓健康

梦想的道路上务实拼搏，铸就新的辉煌。

公益惠民
博爱齐鲁情暖岛城，牢记使命回馈社会

岁月流转，春去冬来，2019 年 12 月 26 日，山东大学齐

鲁医院（青岛）迎来开诊 6 周年。6 年前，为响应青岛市委

市政府实现百姓“病有良医”的发展目标，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青岛）肩负着传承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文化、打造山大齐

鲁品牌新辉煌、服务胶东半岛人民群众的使命来到青岛这座

美丽的海滨城市。

6 年来，医院建设始终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

与济南中心院区“统分结合、一体发展”。医院全体职工以

齐鲁百年文化为指引，以技术创新为动力，立足现实，着眼

未来，多措并举，精诚团结，全心全意守护百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