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12月 31日
第 25期

各界朋友、各位员工：
喜悦伴着汗水袁 成功伴着艰

辛袁忙忙碌碌中袁我们共同走过了
不平凡的 2018袁 即将迈入崭新的
2019遥值此新年来临之际袁我谨代表
医院领导班子袁向关心支持医院发
展的各级领导和各界朋友致以诚
挚的祝福浴 向全院干部职工及家人
致以新年的美好祝愿浴 同时袁向节
日期间坚持奋斗在一线的同志们
致以最亲切的慰问及崇高的敬意浴

天道酬勤袁日新月异遥 刚刚过
去的 2018 年袁是改革开放第 40 年袁
是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遥 这一年袁我院上下齐心协
力袁攻坚克难袁统筹推进深化医改
各项举措, 以全面加强医疗质量和
安全为主线袁深入落实全年工作要
点, 重点推进一二三工程要要要一个
新院区建设项目曰 两个医院复审曰
医疗尧服务尧环境三大质量提升,进

一步规范医院管理袁提高服务效能曰
这一年袁我院全力推进新院区建设
项目袁一期项目主体工程施工顺利
通过验收袁消防尧幕墙尧结构加固尧精
装修工程已全部进入现场施工阶
段袁各项工期按计划顺利进展曰这一
年袁我院顺利通过三级甲等妇幼保
健院复审袁实现以评促建袁各项制度
更加完善袁管理更加科学袁医疗行为
更加规范曰这一年袁我们对照三级甲
等综合医院评审标准袁扎扎实实推
进综合医院迎审袁各项工作向规范
化标准化整体推进曰这一年袁我院狠
抓医疗质量管理袁加强学科体系建
设袁年内获批烟台市骨科医学中心尧
烟台市骨与关节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袁并牵头组建由 29 所医院组成
的烟台市骨科专科联盟曰胸痛中心
通过国家胸痛中心总部再认证袁各
项质控数据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曰卒
中中心年初获国家高级卒中中心称

号曰肺早癌诊断治疗处于区域内领
先水平袁肺癌 MDT 团队获 2018 年
全国肺癌 MDT 专委会最佳团队
奖袁标志着我院的肺癌规范化诊疗
走在了全国前列曰这一年袁我院持
续开展新技术项目袁提高医院核心
竞争力袁 共申报新技术项目 52 项袁
其中 38 项技术经过专家评议予以
准入临床应用曰这一年袁我院智慧
医疗项目顺利上线袁实现了线上挂
号尧缴费尧查询功能袁并构建支付
宝尧微信等多支付模式平台袁实现
就诊信息互联互通袁同时袁新 OA 系
统的上线使医院办公效率大幅提
升袁 信息化建设取得较大进展曰这
一年袁我们稳妥改造老院区袁铺设
停车场路面袁 推进解决停车难问
题曰改造了生殖医学中心和 PICU袁
尽最大可能改善就医环境曰 这一
年袁我们继续坚持公益性袁举办野希
望未来袁相约助残冶尧烟台市野七彩

梦行动计划冶等一系列慈善公益活
动袁彰显服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曰我
们继续深化优质护理服务袁不断提
升护理服务内涵曰这一年全院门急
诊量较去年同比增长 3.3%曰出院人
次同比增长 5.3%曰平均住院日同比
减少 2.2%遥 床位使用率 109.1%袁同
比增长 2.2% 曰 手 术量 同 比增 长
7.33%遥 这些成绩的取得袁是全院干
部职工智慧与心血的结晶袁是全院
上下协力奋斗拼搏的成果遥

蓝图绘就袁正当扬帆破浪曰任重
道远袁更需策马扬鞭遥 2019 年是新
起点尧新使命尧新征程袁我院要继续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袁忠
诚履行为人民健康服务的神圣职
责袁 以提升医疗质量尧 促进诊疗规
范尧培育科研创新核心竞争力为要
务袁加快推进科研创新和重点医学
中心建设曰以人才团队建设和强化

干部管理为
助推器袁 深化人
才内涵培养 袁完
善人才培养顶层
设计规划曰 以提升服
务品质尧 增长效率为
己任袁 加快信息化建
设步伐袁 完善绩效考
核机制遥 同时袁扎实有序推进新
院区建设袁争取如期完工遥

初心如磐袁使命在肩遥 2019 年袁
我院将秉承野博爱包容尧诚实守信尧
开放创新尧敢为人先冶的医院精神袁
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袁坚持提供更
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袁坚持为广
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浴

最后袁祝大家身体健康尧万事如
意浴 祝医院加快发展尧再创辉煌浴

于远臣 张树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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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年 致 辞

2018 年全国肺癌 MDT专委会
“百城行” 系列巡讲活动日前在成
都举行，全国百余家医院的 MDT
团队（多学科协作团队）参加了本
次活动。

烟台山医院副院长张恩宁领衔
的肺癌 MDT 团队在本次活动上荣
获“最佳团队奖”，全国仅有八家医
院获此殊荣，山东省仅此一家。这标
志着烟台山医院的肺癌规范化诊疗
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

2018 全球癌症发病死亡统计
报告显示：2018 年全球将有大约
1810 万癌症新发病例和 960 万癌
症死亡病例，根据全球范围的调查
数据，到 75 岁之前，发生癌症的累
积风险为 21.4%，死于癌症的风险

为 17.7%。 肺癌 依旧 是发 病率
（11.6%）和死亡率（18.4%）第一位
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其次为女性乳
腺癌（11.6%）、前列腺癌（7.1%）、
结直肠癌（6.1%）。而根据 2018 年
2 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最新一期
的全国癌症统计数据，肺癌也是我
国发病率、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
大多肺癌一经诊断已是疾病晚期，
有机会做手术的比例仅在 20%左
右，为社会和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损
失和影响。

烟台市抗癌协会理事长、烟台
山医院副院长张恩宁教授介绍，肿
瘤多学科综合治疗是以患者为中
心，组建多学科的医生团队，围着患
者“转”，讨论制定一个适合的个体

化治疗方案。烟台山医院肺癌MDT
团队正是基于现代精准医学模式与
多学科合作理念引领下，建立了由
肿瘤内科、胸外科、放疗科、呼吸内
科、病理科、影像科等专家组成的肿
瘤多学科诊疗团队，为患者共同制
定实施科学的个体化综合治疗，避
免了肿瘤患者有病乱投医的现状。
并带动了烟台市肿瘤的精准医疗，
推动肺癌规范化个体化医疗的发
展。

烟台山医院肺癌 MDT 团队自
成立以来，数百名肺癌患者从中受
益，提高了肺癌的治愈率和生存率，
让肺癌患者过得好、活得久。

【肿瘤内一科】

肺癌MDT团队获“最佳团队奖”
肺癌规范化诊疗走在全国前列

11 月 2 日, 烟台市脑血管病质
控工作会议召开。会上发布了 2.0 版
的 “烟台市急性脑卒中溶栓地图”，
这一版的“溶栓地图”分层更细、功
能更强。全市首批 26家基层卒中防
治中心也在当天揭牌成立。

“溶栓地图”升级
分层管理，功能更强

脑卒中，又称脑中风，具有发病
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死亡率高
的特点，已成为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
“头号杀手”。目前，烟台约有脑卒中
患者 15 万人，每年新发脑卒中 3 万
余人，因脑卒中死亡的约 1万人。

烟台市脑血管病质控中心主任、
烟台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梁辉表示，
“脑卒中的抢救是一场与死神的赛
跑，3—4.5 小时以内是抢救大脑的
‘黄金时间’，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因此，在发病 3—4.5 小时内，能把病
人送到有救治能力的医院，通过溶栓
药物通开血管（溶栓治疗）或通过介
入微创手术取出血栓开通堵塞的血
管（取栓治疗）是决定中风患者生死
的关键。而且越早送到有救治能力
的医院，病人的治疗效果越好。”为
此，2017年，烟台市在全省首家发布
了“急性脑卒中溶栓地图”，烟台各
县市区 30 家医院成为溶栓医院，与
全市的 120 急救中心携手“织网”，
高效救治脑卒中患者。“溶栓地图”

发布以来，急性脑卒中的抢救成功率
有了较大提高。

2.0 版的“溶栓地图”与 1.0 版
的相比，有了质的提升。梁辉表示，
这主要体现在 “分层更细、功能更
强”八个字上。

“2.0 版的‘溶栓地图’细分了
溶栓医院和取栓医院。这样，脑卒中
患者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梁辉进
一步解释说，取栓是一项技术要求更
高的治疗方式，对于大血管闭塞的急
性脑梗死的患者而言，静脉溶栓如果
无法开通血管，就需要通过手术把血
栓取出来，这是治疗的“金标准”。最
佳的方案应该是先选择最近的溶栓
医院溶栓，然后判断是否为大血管闭
塞，如果是，要快速转到取栓医院进
行治疗。此外，与静脉溶栓相比，取
栓治疗对脑梗塞病人治疗的时间窗
更长。时间就是大脑，抢救大脑要争
分夺秒。所以脑卒中病人要尽快送
到医院，让大夫评估治疗。

2.0 版“溶栓地图”的发布，对
于患者更加实用。发病后，患者可以
根据“地图”，按图索骥，找到离他
最近的溶栓医院接受治疗。如果需
要取栓，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送到
取栓医院。如果这家医院既能溶栓，
又能取栓，是最理想的选择。在“溶
栓地图”上既标注溶栓医院又注明
取栓医院的这一做法，在国内尚属首
例。

全市首批 26家
基层卒中防治中心揭牌

“基层医疗机构是脑卒中防治
的第一道防线。基层卒中防治中心
的建设与发展有效地打通了脑卒中
防治工作的‘神经末梢’。”梁辉表
示，今后，基层脑卒中防治中心将积
极开展脑血管病的专业知识的培训，
对急性卒中患者进行快速识别并迅
速向溶栓医院转诊，加强卒中、高血
压、糖尿病等相应专科的学科建设，
对恢复期病人积极开展二级预防及
康复，加强卒中筛查、完善登记工作，
开展社区卒中健康宣教，加强乡医的
管理，使之成为我市卒中救治网络金
字塔结构中的基石，为从根本上降低
脑卒中发病率、致残率、死亡率，提高
抢救成功率、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发
挥作用。 【神经内科】

烟台市急性脑卒中“溶栓地图”升级
首批26家基层卒中防治中心揭牌成立

烟台凤凰台医院
莱州市沙河镇中心卫生院
烟台市莱山区第三人民医院
莱州市市立医院
栖霞市松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栖霞市亭口中心卫生院
招远市蚕庄中心卫生院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水中心卫生院
招远市毕郭中心卫生院

烟台市芝罘区黄务中心卫生院
莱州市金城镇卫生院
栖霞市经济开发区卫生院
栖霞市苏家店中心卫生院
莱州市金仓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莱州市沙河镇路旺卫生院
莱州市土山镇卫生院
栖霞市寺口镇卫生院
招远市辛庄镇卫生院

招远市张星中心卫生院
栖霞市杨础中心卫生院
烟台市福山区门楼镇卫生院
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医院
招远市阜山镇栾家河卫生院
招远市夏甸镇东庄卫生院
招远市大秦家卫生院
莱州市驿道中心卫生院

附：烟台市首批基层卒中防治中心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11 月 17日，第二届亚洲太平洋地区痛风联盟学术会议召开，会
上，烟台山医院正式加盟亚太痛风联盟。据悉，烟台山医院也是目前
我市唯一的亚太痛风联盟分中心。近年来，烟台山医院风湿免疫科致
力于痛风的规范化、精准化诊疗，开设痛风性关节炎门诊，为患者实
施个体化治疗，让数千名痛风患者摆脱了疾病困扰。【风湿免疫科】

11 月 30日，上海市肺科医院专科联盟会议召开,烟台山医院与
上海市肺科医院签署专科联盟合作协议，成为上海肺科医院 32 家专
科联盟单位之一。今后，我院与上海肺科医院将进一步在学科建设、
医院管理、文化建设、人才培养、双向转诊等方面，建立全方位合作，
实现在肺部疾病领域的新突破，保障烟台人民的健康，提供更高水
平、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宣传科】

11 月 30日，山东肿瘤微创治疗技术联盟成立，烟台山医院成为
联盟的首批成员单位。近年来，烟台山医院肿瘤科在规范化疗、放疗、
靶向、内分泌及免疫治疗等治疗方式的基础上，积极开展肿瘤的微波
消融、冷冻消融、碘 125放射性粒子植入等局部微创治疗。全身治疗
联合局部微创治疗的开展，极大地提高了肿瘤的治愈率、缓解率，有
效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肿瘤内一科】

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