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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第五医院 （厦门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翔安院区） 又创佳
绩啦！近日，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医政医管局指导，人民网·人民
健康网主办的 2018
“改善医疗服
务创新医院、
创新管理者”交流颁
奖会在北京举行，
五院荣获“改善
医疗服务创新医院”称号，是福建
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医院。
短短一年时间，五院三次获
得国家级奖项。除获评“改善医疗
服务创新医院”外，去年，五院还
荣获两项全省唯一的国家级奖
项：
“管理创新医院”“全国特色
医院文化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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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MSS评 级作 为促 进 医院
信息化建设的有效手段，是全球
认可度最高的医疗信息系统评
级，帮助医院建立健全机制、流程
XYZ[ \]J^_
及系统。通过信息技术提高医疗
医疗质量是医院发展的关键。 水平，最大限度地保证患者安全，
从而提升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
在医疗安全管理方面，
五院持续改
务和管理水平。
进推出了许多新举措，
自主打造信
2017年，五院通过 HI
MSS
息化管理体系 Al
l
-I
n-One管理
六级认证评审，是福建省第 2家、
平台 （医院全流程信息化管理平
台）。该平台在医院管理上以 J
CI 大中华区第 29家通过该认证的
医院。为追求更高的医疗安全等
标准、三级甲等医院标准为主，
融
级，为患者提供更加高效安全的
合了国际多种管理标准，
使整个医
医疗服务，五院于去年年初又启
疗过程规范化，
能让患者在就诊过
动 HI
MSS七级创建工作后，
同年
程中得到更安全、
高效、
便捷、
舒适
10月顺利完成基线评估。
的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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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聚集犹如催化剂，带
动了医院各个学科在专业领域不
断 地 迈 向 医 学 的 最 前 沿 。2018
年，五院继续加大引才育才力度，
引进了著名肿瘤专家、日本千叶
大学尾崎俊文教授等多名高层次
医疗人才；柔性引进中国医师协
会介入呼吸病工作委员会主委李
强教授、国家卫健委能力建设急
诊专家委员会副主委赵晓东教
授、解放军总医院肝胆外科主任
医师史宪杰教授等多名知名专
家，并聘请他们担任相应的学科
带头人。

这些高层次医疗人才都是医
疗界著名的专家、学者，当中有不
少人具有海外工作经验。在他们的
引领下，
五院医教研水平实现了快
速提升，
逐渐崭露头角。仅去年，
五
院举办、承办了多项国际级别、
国
家级别的大型学术会议，如 2018
年华佗工程 -肾脏病基层医师培
训项目 -厦门站巡讲活动、世界
神经康复联盟 SI
G峰会暨厦门国
际论坛、
2018年中国康复医学会
康复治疗专委会年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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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源不断的人才融入五院，
也渐渐展示出其实力。仅去年，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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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新建、扩建的300根
恒功率充电桩在技术上进行了更
新。“这批充电桩能够适应不同
电压等级车辆充电需求，电流输
出更加稳定，
兼容性更好，
因此不
仅大大提高了充电速度，更能覆
盖市面上所有新能源车种。”
厦门市政充电桩是厦门最
早运营充电桩的品牌之一，随着
厦门新能源汽车车主对于汽车
充电需求不断攀升，厦门市市政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加快探索创

新的步伐，逐步将运营模式由
“以建设为导向”向“以客户为
导向”转变。
“厦门市政充电桩优化提升
项目是我司战略发展布局的重
要一步，是我司进一步优化充电
站网络布局，不断满足厦门新能
源汽车发展需求、提升新能源汽
车车主服务体验的关键步骤。”
冯宏伟告诉记者，新的一年，厦
门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将
持续不断优化服务质量，提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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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wxy z今后，给新能源汽
车充电更方便了！昨日，记者从
厦门市政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厦
门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获
悉，该公司新建的8个充电站将
于今日正式投运，由其新建、改
建的300根恒功率充电桩也随之
投入使用。购买了新能源汽车的
市民可就近选择站点进行充电，
享受更快更好的充电服务。
昨日上午，厦门洪文充电站
一片紧张忙碌。新投用的新能源
汽车充电桩整齐地排列在一起，
多位工作人员正围着充电设备忙
前忙后，进行最后的检查和调试。
“这个新建的新能源汽车充电站
明天就投入试运营，
主要满足周边
片区市民为新能源汽车充电的需
求。”厦门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新能源业务负责人冯宏伟告诉
记者，此外还有7
个分布岛内外的
充电站同时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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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平，为市民带来更好的服务
体验。
“眼下，我们正在对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智慧停车平台进
行升级。”冯宏伟介绍，
通过该平
台的信息交互可实现充电抵扣
停车费等。“我们希望通过不断
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停车等服
务体验，助力市委市政府打赢
‘蓝天保卫战’，这也是厦门市
市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国
企应有的担当。” 9$:::"=8

院就开展了近 50项新技术新项
目，包括大量高难度的医疗诊疗
项目。
据介绍，五院超声医学科率
先在全省投用规范化的介入超声
手术室，开展介入超声、超声造
影、微波消融等治疗项目；神经外
科团队率先在闽西南完成植物人
脊髓电刺激促醒术，并开展颅底
脑肿瘤切除术、脑动脉瘤夹闭术
等省内领先技术；骨科团队开展
了 3D打印治疗复杂骨盆骨折治
疗；普外科团队开展了计算机辅
助三维重建下的精准肝切除……
其中多项技术的开展填补了区域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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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普陀中医院室
内诊室及室外广场，将有 26位国
家、省、市级名老中医和专家，在
南普陀中医院开展义诊，时间是
8
：
30－11：
30、
14：
30－16
：
30。当
天，
2019年医学与人文南普陀中
医论坛也将在南普陀寺举办。
为深入贯彻 “做有人情味的
医者”，
让更多群众近距离感受中
医文化，南普陀中医院将开展此
次活动。
这 26位国家、省、市级名老
中医和专家，包括全国名中医、长
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原院长南
征，全国名中医、福建中医药大学
原校长杜建，全国著名皮肤科专
家曹毅，福建省名中医卢太坤、周
来兴，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学术带头人朱章志等。义诊范围
包括皮肤科、儿科、妇科、肠胃科、
糖尿病、老年病、内分泌代谢病以
及呼吸系统、亚健康中医调理、肿
瘤中医调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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