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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冬游齐鲁，聊城冰雪狂欢节启动
拉动聊城市文化旅游消费提档升级，持续叫响“冬游聊城”品牌

铸就生命坚实筋骨 闪耀大医精诚之光
——— 鲁西骨科医院十五周年发展纪实

双动全髋是近年来国际全髋关
节手术选择的一个热点。双动全髋关
节假体的特点是仿生双动髋臼，具有
两个活动界面，基本实现“零”脱位
率，有“最耐用的全髋产品”之美誉。

近日，在段玉民院长的亲自主刀
下，鲁西骨科医院成功实施了首例

“双动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反映良
好；此后，又一例同类手术成功开展，
患者及家属对术后效果十分满意。

连续两例双动全髋关节置换手
术的顺利开展，是鲁西骨科医院医疗
技术水平快速提高的又一标志，具有
里程碑式的意义。

据了解，双动全髋关节的特点在
于仿生双动髋臼，其结构由金属髋臼
杯+双动内衬(超高分子聚乙烯)组
成。有两个活动界面，第一个活动界
面：球头与双动内衬；第二个活动界
面：双动内衬与髋臼杯，可以近似解
剖置换髋关节。

建院15年来，鲁西骨科医院始终
视重建骨与关节健康为己任，采用了
走出去、引进来等多形式、多渠道的
措施提高医院医疗技术水平。关节科
专家团队潜心研究、专心医术、精心
治疗、热心服务，关节置换手术台次
呈“井喷”式递增，让万余名患者摆脱
骨病骨伤等疾病困扰，以健康的体魄
顺利回归社会和工作岗位。目前，医
院的人工关节置换及翻修术，脊柱侧
弯手术矫形术，微创治疗椎间盘突出
及椎管狭窄症，脊髓损伤介入治疗，
关节修复重建技术，关节镜手术，复
杂骨折治疗，断指再植，手指再造，游
离皮瓣、骨皮瓣移植修复术，骨科并
发症的防治等技术已在本专业领域
全市领先。

提高医疗质量水平，为群众健康
夯实保障基础

“医疗质量是医院的命脉。”鲁西
骨科医院院长段玉民多次在会议上
强调，全院职工要切实抓好医疗质量
和各项制度落实，增强医疗质量安全
责任意识，夯实医疗质量的基础。

严格的制度是基础。医院先后修
订、制定了《核心医疗制度》、《岗位责
任》等数十项规章制度，强化全院责
任意识和质量管理，用制度约束人、
靠自觉管住人，做到事前预防、事中
控制、事后总结，确保医疗救治工作
的规范、安全、有效。

强大的团队是灵魂。经过15年的
发展，鲁西骨科医院的人才队伍已由
最初的60人发展成为近400名医护人
员组成的专业医疗队伍，承担着每年
6000次急救、8000余台次手术的重要
医疗救治任务。医院几乎汇集了鲁西
地区骨科病治疗领域技术一流、德如
璞玉的“名家大腕”，技术力量稳如磐
石。

精密的仪器是保障。2016年年
底，鲁西骨科医院门诊和病房搬迁到
新建的现代化医学大楼，患者在宽敞
明亮、整洁卫生的病房里，享受着宾
馆式服务；医院斥巨资引进国内外高
精 尖 技 术 的 检 测 设 备 ，如 美 国
GEHispeedDx/I螺旋CT、美国GE彩
色多谱勒、德国爱克发CR影像机、美
国Arthrocare等离子刀、半导体椎间
盘激光汽化治疗仪、德国狼牌关节镜
等先进的医疗设备设施。

以强大的专业医师团队做支撑，
医院开设了创伤骨科、脊柱科、关节
科、手足外科、小儿骨科、康复科等十
八个临床专业，开放床位660张，极大

满足了聊城人民骨伤骨病就诊的需
求。

增强医疗服务技能，为群众就医
提供优质服务

业务院长高卫东介绍说，医院组
织医务人员参加省、市各类专业培训
四十余次，参加骨科专业研讨活动十
余次，鼓励医务人员参加高级别的专
业进修。

通过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理论
水平，提升临床实践经验，2019年鲁
西骨科医院手术质量快速提高、手术
时间大幅缩短，患者输血量较2018年
整体大幅度下降，手术效果获得患者
和同行们的高度认可。

为了方便聊城及周边骨病患者，
鲁西骨科医院较早开展了“国内顶级
专家联合巡诊”平台建设，以一流的
诊疗服务为目标，定期邀请北京协和
医院、北京301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北京积水潭
医院、南京鼓楼医院等全国数十家大
型国有三甲医院著名专家来院坐诊
和手术，并于去年成为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医联体，为聊城及周边患者提供

“不用去外地看专家，知名专家来看
您”的便利就医条件。

强化医德医风教育，确保聊城人
民群众满意

“鲁西骨科医院光扬医德，对吃
请、红包、收礼、请客等不良现象零容
忍，”业务院长高卫东表示，全院医务
人员坚持不收红包、不拿回扣、不开
单提成、不乱收费“四不”原则，让病
人付出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得到
服务，并制定了“院内高压线十不准”

“院内低压线十不准”。
15年来，鲁西骨科医院一直行走

在阳光下，一系列爱民、利民、惠民的
阳光举措换来的患者的口碑和日益
响亮的品牌。建院以来，鲁西骨科医院
先后获得“全国百姓放心医院”、“山东
省惠民医疗先进单位”、“山东省医养
结合示范单位”、“聊城市优质护理服
务示范单位”、“全省医疗保险5A级信
用单位”等荣誉称号，成为聊城叫得
响、看得好的正规骨科专业医院。

一路走来，行稳致远。鲁西骨科
医院谋篇布局大健康，全面推进医疗
卫生与医学康复、养老服务融合发
展，全力打造高标准、成规模医疗集
团。据了解，高标准、成规模的康复医
院已于2018年12月26日开张，那些罹
患截瘫、偏瘫和关节功能障碍等疾病
的伤残者，通过系统的康复医疗，将
会逐渐消除心理和功能障碍，逐渐恢
复基本的生活能力，重新回归社会。

由鲁西骨科医院于2013年底斥
资创办的以失智、失能老人为主要服
务对象的鲁西老年护养院，为聊城市
5A级养老机构。“医·养·康·护”结合

是其经营特色，即依托医院的专业技
术力量和专业医学设备，为在院的老
年人提供全面系统的居住养老、医疗
保障、康复保健等特色化服务。目前，
鲁西老年护养院一期占地30亩，建筑
面积8700平方米，一期开设床位200
张，目前常住老人160余位。二期占地
40亩，将兴建集医疗、健康、养老于一
体的大型医养综合体。

2020年，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正
所谓改革者进、创新者强，改革创新
者胜！鲁西骨科医院已经站在专科强
化再发力、人才学科再加强、品牌声
誉再提升的难得发展时期，医院董事
长高文举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推动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怀着以
病人为中心的永恒使命，着力强化医
疗服务内涵，加快学科建设与人才培
养，提高医院精细化管理水平，向着
专科优势明显、学术水平一流、诊治
技术精湛的冀鲁豫交界区域医疗康
复目的地奋勇前进！

(田明山)

服务好不好，群众说了算。
聊城高新区积极开展“好差评”
政务服务，让办事企业、群众在
享受优质服务的同时表达自己
对政务服务满意程度的“好差
评”，对办事效率、办事流程点赞
表扬，对办事便利程度、服务态
度等“挑刺”。

据悉，2019年7月份以来，为
全面落实全市深化“放管服”改
革优化营商环境会议精神，按照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
聚焦企业和群众关切深化“一窗
受理·一次办好”改革的措施>的
通知》和《关于开展政务服务“好
差评”工作试点的通知》的要求，
高新区先后开通了“微信”、“微
博”等线上服务，让办事企业、群
众不出家门即可了解办理事项、
在线预约以及QQ在线办理等特
色服务，实现了企业开办“零跑
腿”。办事企业、群众既可以在服
务大厅现场办理，也可以通过开
设的线上办理服务申报办理，打
通了企业绿色通道的最后“一公
里”。

2019年9月初，高新区推行政
务服务“好差评”，运用服务评价
器、满意卡、扫码在线评价等方
式，让企业和群众评判满意成
效，率先开展政务服务‘好差
评’，实现倒逼服务承诺落实。

据工作人员介绍，服务评价
器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

般”、“不满意”四个等级，服务对
象接受服务后就可以进行评价。
评价人不论线上线下，接受一次
服务即可作出一次评价。线上方
面，办理结束后手机扫描柜台评
价牌上的二维码，即可进行线上
评价服务；线下渠道包括满意评
价器、柜台留言、热线电话等。并
建立行政效能考核制度，将评价
结果纳入考核体系，每周梳理的
评价结果进行通报，对个别不满
意的评价，进行回访，责令改正，
充分发挥评价结果的作用。

目前，高新区推行的政务服
务“好差评”，得到了广大办事企
业、群众的高度赞扬和认可。据
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姚
型太介绍，实行“好差评”服务评
价制度以来，可以直观地看出窗
口工作人员服务的“好”与“差”，
能准确统计每个窗口人员的办
件量，从取号到办结的效率得到
提高；窗口人员通过这种自我加
压服务，不仅提升了服务能力和
业务水平，也提升了群众获得感
和满意度。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把
‘好差评’制度作为优化营商环
境、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项重要
工作来抓，为深入推进‘放管服’
改革明确突破点，不断提升政务
服务质量，务求在转作风、强服
务、提效能等方面取得新成效。”
姚型太说。 (任合一)

聊城高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让“好差评”倒逼好服务

本报聊城1月7日讯(记者
谢晓丽) 1月6日，“冬游齐鲁·
好客山东贺年会”惠民季推进
会暨聊城冰雪狂欢节启动仪式
在南湖湿地公园滑雪场举行。
聊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四级调研
员刘艾新，聊城江北水城旅游
度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栾振波，市文化和旅游局
相关科室负责人、各县市区文
化旅游部门有关负责人，旅行
社代表、文旅企业负责人以及
媒体记者等八十余人参加会
议。

本次活动由聊城市文化和
旅游局、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
假区管理委员会主办，聊城江
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文化旅游局
承办。根据山东省文化和旅游
厅关于《冬游齐鲁·好客山东惠
民季工作方案》要求，聊城市开
发推出冬游齐鲁·好客山东贺
年会——— 聊城冰雪系列产品，
进一步拉动聊城市文化旅游消
费提档升级，持续叫响“冬游聊
城”品牌。

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党工
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栾振波

介绍，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文
化和旅游资源丰富，辖区内水、
城、田、景相依相融，是一处集
健康养生、旅游度假、商务会
展、文化创意、生态居住、商业
服务为一体的旅游度假胜地。
近年来，度假区积极推进文旅
融合、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开发特色旅游产品，着力打造
了樱花节、荷花节、泼水节、孔
雀放飞节、滑雪季等诸多节庆
活动，极大地丰富和满足了人
民群众的文旅生活需求。

聊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四级
调研员刘艾新在致辞中说，自

“冬游齐鲁·好客山东”惠民季
启动以来，聊城市相继举办阿
胶养生、水浒文化、温泉休闲等
系列活动，并深化文化与旅游、
生态的结合，让利于民。江北水
城旅游度假区以打造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为发展目标，此次举
办“冬游齐鲁·好客山东贺年
会”惠民季推进会暨聊城冰雪
狂欢节启动仪式，点燃了大众
今冬滑雪新激情。江北水城旅
游度假区打造融合传统特色、
自然特色和时代特色为一体的

综合性旅游度假胜地，为全市
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
贡献。

据介绍，位于聊城南湖湿
地公园内的南湖滑雪场“2020
年欢乐滑雪季”已正式开启运
营。滑雪场引进美国品牌造雪
机3台(套)，造雪质量有了新的
提升；雪上游乐项目更加丰富，
雪地坦克、雪地摩托、雪地悠波
球、雪地碰碰车、雪地转转乐、
仿摩托雪橇、空气滑板、雪板雪
圈等雪地游乐项目十余个，进
一步增强了雪上运动的趣味
性、体验性和亲子互动性；培养
滑雪教练员5名，并持证上岗，
可为滑雪者提供良好的教练及
技术指导服务；安全管理措施
进一步配套完善，滑雪器材、滑
雪护具优质规范、为游客提供
了更加安全祥和的保障条件。
同时，2019年邻望岳湖新建了
孔雀园，引进蓝孔雀、白孔雀、
花孔雀300余只，聘请了专业技
师进行了放飞驯练，并成功举
办了“山东首届孔雀文化周”；
在滑雪之余可观赏孔雀放飞的
盛景、可与孔雀亲密互动。

市民尽享滑雪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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