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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院新形象，为民保健康。作为
全市重点民生工程，位于莱山区的
烟台山医院东院区在烟台市委、市
政府，烟台市卫健委，莱山区委、区
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关注及大力
支持下，自12月 28日起试运行。首
批 28 个门诊开诊，多个医技科室投
入运行。东院区试运行可以有效满足
周边居民就医需求，为烟台及其它城
市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诊疗服务。

烟台山医院东院区位于莱山区
学院路与华庭路交汇处西北方向位
置。整个项目占地 180余亩，其中一
期项目建筑面积 22.35 万平方米，包
括4层门急诊及医技行政用房、3 栋
住院楼，以及地下建筑部分。前期的
规划、设计、主体建设完成后，经过
为期 16个月的装修施工，现已具备
门诊开诊条件。

立足学科优势，契合就医需求。
烟台山医院东院区确定了消化内科
门诊、内分泌科门诊、心血管内科门
诊、神经内科门诊、呼吸内科门诊、
肾内科门诊、风湿内科门诊、生殖医
学门诊、男性科门诊、妇科门诊、产
科门诊、乳腺外科门诊、甲状腺外科
门诊、泌尿外科门诊、血管外科门
诊、胃肠肛肠外科门诊、肝胆胰外科
门诊、心胸外科门诊、神经外科门
诊、中医科门诊、皮肤科门诊、骨创
伤科门诊、足踝外科门诊、骨关节科
门诊、脊柱科门诊、手外科门诊、骨
肿瘤科门诊、运动医学科门诊、儿童
骨科门诊、肿瘤放疗科门诊、儿科门
诊首批开诊。试运行期间的开诊时
间为上午的 8:00 至 12:00，下午为
1:30 至 5:00。在此期间，烟台山医
院北院区、南院区现有的门诊开诊

情况暂时不作调整。随着东院区硬
件设施的不断完善，诊疗服务能力
和水平将逐步提升。

方便就医，保障同行。在门诊开
诊的同时，多个医技科室也在东院
区投入运行，如 CT、DR、超声、心电
图等医学检查及常规的医学检验均
能完成；门诊药房同步启用；集挂
号、交费、打印报告于一体的自助机
同日“上岗”。

百年名院，再启新程。2020 年将
是烟台山医院建院 160 周年，烟台
山医院将适时启用东院区的病房楼
及其他门诊、医技科室。届时，烟台山
医院将形成 “三大院区齐头并进，
‘双三甲’医院日新月异”的发展态
势，以更优的服务、更高的技术、更新
的形象关爱生命、护佑健康。

【宣传科】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东院区
12月 28日起试运行

首批 28个门诊开诊
12 月 27日, 山东第一医科大

学附属烟台山医院揭牌仪式举行，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成为山东第一
医科大学的非隶属附属医院。

为优化山东省高等教育发展
布局，实现内涵式发展，山东省委、
省政府实施科教融合战略，整合泰
山医学院、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等资
源组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2019
年 2 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正式成
立，同时挂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牌
子，它是山东省重点建设的应用研
究型大学，也是山东省最大的医学
科学研究机构。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始建于
1860 年，是国内最早的西医医院之
一，医院现发展成为集医疗、教学、
科研、预防、急救、康复为一体的三
级甲等综合医院、三级甲等妇幼保
健院。2000 年，烟台山医院开始独
立承担原泰山医学院的理论授课
和见习带教任务。2002年，通过省
卫生厅、省教育厅组织的临床教学
基地评审，获批成为泰山医学院附
属烟台山医院，2006 年通过了教

育部本科教学评估。近 20年来，烟
台山医院的教学设施日臻完善、教
学队伍不断壮大、教学行为更加规
范，在医学院的支持帮助下，顺利
完成了对 1800 多名医学生的临床
教学任务。

随着标准化建设的不断推进，
烟台山医院把教学工作摆到了更
加突出的位置。医院现有 20 个临
床教学教研室，兼职教授 67名、兼
职副教授 101 名、兼职讲师 113
名。医院建有 800平方米的临床技
能培训中心，为实习、见习学生临床
技能训练提供了良好的硬件环境。
更新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方式也得
到了高校、医学生的一致好评。

教学相长，多年来的教学工作
也切实提升了医院中青年骨干的
综合能力，为医院培养了一批又一
批的临床教学人才。今后，烟台山
医院将在教学意识、教学条件、教
学管理、教学水平、教学质量各方
面再下大气力，再上新台阶，为社
会培养更多优秀医学人才。

【宣传科】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附属烟台山医院揭牌

各界朋友、各位员工：
天地春晖近,日月开新元遥 忙碌

中袁又是一年过去袁挥别难忘而充实
的 2019 年袁 充满希望的 2020 年正
向我们迎面走来遥 在这辞旧迎新的
美好时刻袁 我们谨代表烟台市烟台
山医院领导班子袁 向长期以来对我
院发展给予关注尧 支持和信任的各
级领导尧 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广大患
者和家属致以衷心的感谢和美好的
祝福浴 向为医院发展奉献青春和热
血的全体干部职工尧 离退休老同志
和职工家属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
的问候浴

2019 年袁 我们在歌唱祖国的激
扬乐曲中颂扬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辉
煌成就袁在解决群众野看病难看病贵冶
的初心中迎来新一轮深化医改十周
年袁在健康扶贫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添砖加瓦遥 这是一个属于奋斗者
的时代袁回首 2019 年袁在市委尧市政
府和市卫健委的坚强领导下袁 我们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袁
以野一切为了人民健康冶为宗旨袁不断
提升和改进医疗服务质量袁抓重点袁
补短板, 促进诊疗行为更加标准化尧

服务模式更加便捷化尧管理方式更加
科学化袁各项工作稳步推进遥

这一年袁 我们集中力量办成了
三件大事遥 一是顺利通过三级甲等
综合医院复审袁 成为烟台地区唯一
一家双三甲医院 渊三级甲等综合医
院和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冤曰二是凝
心聚力抓新院区建设袁经过 16 个月
的紧张装修袁实现了首批 28 个门诊
开诊袁多个医技科室投入运行, 有效
满足周边居民就医需求袁 为烟台及
其它城市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诊疗
服务; 三是完成新一届中层干部竞
争上岗和换届工作袁 为医院后续发
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遥

这一年袁 我们加强医疗质量管
理袁努力保障医疗安全遥 强化医疗尧
护理院科两级质控袁 以处方点评作
为抗菌药物合理使用和规范临床诊
疗行为的重要抓手曰通过野医疗安全
渊不良冤事件报告冶系统袁加强对不良
事件的上报分析及管理遥

这一年袁 我们积极开展新技术
新项目遥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借助 5G
技术完成多中心远程骨科机器人手
术曰充分发挥多学科综合诊治优势袁
致力于复杂手术微创化的发展理

念袁 成功完成了胶东地区首例全胸
镜下心脏瓣膜置换等多例高难度微
创手术袁减轻了患者痛苦袁缩短了住
院时间遥

这一年袁 我们下大气力抓学科
建设袁 骨科机器人手术应用中心项
目硕果累累袁作为全国 21 家国家骨
科手术机器人创建单位之一袁 扎实
推进骨科机器人手术应用袁 全院骨
科机器人辅助手术总数达到 810
例袁 年内开展 310 例袁 位居全国第
二曰在国家工信部尧国家卫建委野创
建国家骨科手术机器人应用中心项
目冶2018 年度工作及颁奖会议上包
揽所有奖项曰 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借
助 5G 技术完成了多中心远程骨科
机器人手术遥 通过国家心脏康复中
心和国家高血压达标中心认证袁获
批成为全国首批心脏康复中心和高
血压达标中心遥

这一年袁我们加强科研尧教学管
理袁提高了专业学术水平遥完善了住
培基地和专业基地建设申请曰 挂牌
成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曰
积极贯彻落实山东省医疗能力 野攀
登计划冶工作袁明确了重点学科的建
设目标曰科研项目申报稳步推进袁科

研管理迈上新台阶遥
这一年袁我们加大软硬件投入袁

更好服务临床尧方便百姓诊疗遥全方
位投入使用野智慧医院冶项目袁实现
了智能化患者门诊就诊过程中自助
挂号尧缴费尧打印报告单尧影像片等遥
新上线了手麻管理尧输血管理尧医疗
安全渊不良冤事件管理尧检验危急值
报告等系统遥

这一年袁我们深入开展野不忘初
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袁持之以恒
抓思想武装曰 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
的创造力尧凝聚力和战斗力袁选举产
生 23 个新一届党支部班子曰 强化
野两学一做冶袁严格落实野三会一课冶
制度袁推动医院党建抓常抓细抓长曰
深化党员野双管双责冶袁组织党员进
农村尧去社区尧入学校尧到企业袁开展
健康讲座遥

光阴流转袁初心如一遥2020 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野十三五冶规划
收官之年袁2020 年袁 也是烟台山医
院建院 160 周年遥新的一年袁我院将
适时启用东院区的病房楼尧 其他门
诊及医技科室遥届时袁三大院区齐头
并进袁野双三甲冶医院日新月异浴 2020
年袁 必将是新一届中层干部大展宏

图的一年遥 我们将
以新时代卫生与健
康工作方针为指引袁
落实公立医院改革各
项政策要求曰 我们将以加强质
量建设为主旋律袁着力推进医
院标准化建设袁 深化服务质量和内
涵曰 我们将持续加强重点学科和推
进三大医学中心建设曰 我们将常抓
党风廉政教育袁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曰 我们将站在建院 160 周
年的新起点袁 续历代医者救死扶伤
之梦袁书写人民健康事业新篇章遥

蓝图已经绘就袁筑梦唯有笃行遥
时代呼唤着我们脚踏实地勤学苦
干袁人民期盼着我们再创新的辉煌遥
全院干部职工袁将以医者的初心袁坚
若磐石的信心袁干事创业的决心袁继
续推进医疗尧服务质量双提高袁为建
设人民群众满意的现代化尧服务型尧
高层次医院袁不懈奋斗浴

最后袁衷心祝愿大家新年愉快袁
阖家欢乐袁幸福安康浴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党委书记副院长于远臣
院长党委副书记张树栋

守医者初心，践健康承诺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新年贺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