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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百年路扬帆再起航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学史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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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医之大者悬壶济世。在践

行社会责任，彰显医者仁爱的工作中，从来少不了

三亚妇幼人的身影，他们始终践行着“热爱妇幼、

忠诚妇幼、服务妇幼、奉献妇幼”的理念。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晚长，晚长是遗传的，

家族前两代中有晚长，可能会遗传，但不是绝对

……”5 月 30 日，在市妇幼保健院门诊四楼儿保科

门诊，一场义诊活动正在进行，医护人员通过现场

诊疗、健康咨询、科普宣传等引导家长正确了解儿

童生长发育知识，推动全社会对矮小患儿的关

注。而这，只是医院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的一个侧影。

“两癌”免费筛查、产前筛查、先心病筛查、孕

妇课堂进社区、义诊活动、做好疫苗接种和疫情防

控工作……市妇幼保健院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

化成为民服务的强大动力，开展了一系列健康教

育与健康促进活动，让患者在三亚能享受到便捷、

优质的医疗服务。

“承担‘两癌’筛查任务的同时，我们还开展宫

颈癌疫苗接种和宫颈疾病诊治工作。随着三亚市

宫颈疾病诊治中心的开诊，更是对宫颈疾病的预

防、筛查、治疗形成一个闭环，这对琼南地区广大

妇女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利好。”市妇幼保健院副

院长田秀娟说。

这一件件实事彰显了三亚妇幼人的担当，但他

们不局限于此，而是继续前进，为患者提供更优质

的医疗服务。

结合实际，市妇幼保健院于 2020 年 4 月成立

了创“三甲”工作领导小组，并召开创建三级甲等

医院动员会，擂响了向“三甲”医院进军的战鼓。

“创‘三甲’符合医院自身发展的需求及广大

老百姓的需求，通过创‘三甲’促进医院各项服务

能力的提升，增加医院内涵建设，提高医疗服务质

量，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改善就医环境、确保医

疗安全、提升百姓就医满意度，也能更好地维护广

大群众的健康权益。同时也为三亚打造海南自贸

港建设新标杆贡献妇幼力量。”周玉海说。

目标提出来了，但实践是关键。市妇幼保健院

用党建引领方向，将党建与创“三甲”工作相结合，

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推动“三甲”创建工作落到细处，取得成效。

创“三甲”既要夯实“硬实力”，还要提升“软实

力”，这离不开医院后勤精细化管理。以市妇幼保

健院副院长陈川碧为代表的医院后勤团队抓住新

院区整体搬迁的契机，以党建为引领，围绕智慧后

勤、安全后勤 、节能后勤、医疗废物及危化品管理

处置、健康食堂、污水处理等方面入手，通过在服

务环境、服务流程、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等方面的

创新，为医护人员和患者提供更安全、高效、舒适

的工作环境和就医体验。

也是得益于此，在今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第六

届全国医院后勤精细化管理高峰论坛上，陈川碧

获评“全国十佳医院后勤院长”称号。

“只要是涉及老百姓的事，都是大事。”周玉海表

示，自从加强党建工作以来，医院的发展有了长足的

进步，“接下来，医院将围绕健康中国计划，采取强有

效举措，扎实推进医院综合改革，加强人才梯队建

设，发挥党员引领作用，以点带面，不断提升医院综

合服务能力，尽早实现创‘三甲’目标，助力海南自贸

港建设，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三亚市妇女儿童医院（三亚市妇幼保健院）：

以党建引领推动妇幼健康事业发展
本报记者 吴英模 通讯员 黄毅

红色引擎是驱动三亚高质量发展的
“硬核力量”，也是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三亚
市妇女儿童医院（三亚市妇幼保健院）一直
以来前进的动力。

自 1952 年市妇幼保健院前身——崖县
妇幼保健站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三亚妇
幼人立足三亚大地，以党建为引领，以敢
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奋力书写市妇
幼保健院发展的壮丽篇章，使曾经的崖县
妇幼保健站发展成为如今集医、教、研为一
体的三级妇女儿童专科医院。

岁月无止息，征程永向前。2021 年，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交汇的历史节点，市妇幼保健院
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继续坚持“关爱妇女
儿童身心健康是市妇幼保健院永恒的主
题”，以服务人民健康为主线，坚持“围绕服
务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工作思路，
继续加大党建工作的力度，以高质量党建
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回望筚路蓝缕、风雨兼程的壮阔征程，
“党建、改革、创新”一直是市妇幼保健院发
展的主题词和关键词。以党建为前提、以
党建为根本、以党建为引领贯穿了医院近
年来的发展始末。

火车跑的好，全靠车头带。为加强

党建引领作用，2019 年 12 月 11 日，中

共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委员会成立，下设

3个党支部，有 95 名党员。其中，博士

2人、硕士8人；高级职称17人，中级职

称16人。

“大党委”的成立，使市妇幼保健院

党组织形成了党委、党支部二级党组织

架构体系，有利于解决医院之前支部过

大、过散的问题，更有助于发挥支部战

斗堡垒作用。在去年打响的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市妇幼保健院各党

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调动全院职工形成

合力，进一步增强疫情防控的凝聚力和

战斗力。

党建强，医院兴。在市妇幼保健院

党委书记周玉海看来，医院良好的发展

势头离不开党建与业务的全方位深度

融合。

自 2019 年 1月 26 日实现整体搬迁

以来，市妇幼保健院充分发挥党委核心

作用，围绕现代化医院管理制度建设、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等中心工作，全面推

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

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探索“党

建+”模式，做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

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引领

全院各项事业快速发展。

党建立得住，关键看党支部。2020

年 4月，市妇幼保健院党建工作再上新

台阶，院党委按照“支部设在科室”的要

求，遵循“学科相关、工作相互、地缘相

近”的原则，将原先的 3 个党支部换届

改选为 7个党支部，确保了党的组织和

工作覆盖到所有内设科室。

对于支部调整，周玉海深有感触：

“支部建在科室以后，充分发挥党委把

方向、管大局、做决策、出改革、保落实

的领导作用，在医院各项工作中起到了

核心引领作用，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开拓了新局面，实现医院工作与党建的

有效融合。”

目前，市妇幼保健院已把党建与业

务工作特别是“三甲”妇幼保健院创建、

JCI 和电子病历六级认证、市级重点学

科创建等年度重点任务结合起来，与业

务技术、预防保健、服务质量等结合起

来，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

起检查，避免党建与业务形成“两张

皮”，以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特别是为群

众办实事落实情况检验成效。

“跟过去相比，我们医院在各项工

作中都将党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周

玉海说，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就是要

让党建工作落实到医院的每一个地

方。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的

同时，狠抓医院现代化管理。

今年 4 月 9 日，在市妇幼保健院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上，周玉海动员全院

党员，要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不

断汲取继续前行的智慧和力量，为实现

医院的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妇幼保

健院准确把握主题和具体内容，及早

谋划、迅速行动，高站位、高标准、高效

率、高质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并把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党史

学习教育的落脚点，多层面解决患者

就医需求，为就医群众提供高质量诊

疗服务，不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

作为三亚唯一的妇幼专科公立医院，市

妇幼保健院始终心系广大妇女儿童身心健

康，经过不断摸索，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

用，组建了多学科团队。

2018 年 8 月，一位孕妇在市妇幼保健院

生下一名上臂发育畸形的婴儿，市妇幼保健

院多科室协作，为刚出生的婴儿成功实施上

臂发育畸形手术，这不仅是海南成功开展的

首例“产房外科”手术，也刷新了海南省手术

时龄最小的纪录。

2020 年 4月 10日，市妇幼保健院儿外科

主任张轶男联手上海专家，耗时7个小时，成

功将10岁患儿腹腔中直径达20厘米、重2斤

多的左肾肿瘤和血管瘤栓完整切除。

自 2019 年至今，市妇幼保健院已联合上

海专家为 80例先心病（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成功实施救治手术，其中 69 例免费，另有两

名患儿在医院的帮助下得到了社会救助。同

时，医院实现先心病手术常态化开展。

在市妇幼保健院院长陆兆辉看来，这一

系列高精尖类型手术的成功实施，得益于市

妇幼保健院抓党建，促多学科团队建立和发

展的结果。这也是市妇幼保健院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具体表现。

2017年11月 25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正式托管三亚市妇女儿

童医院，双方以党建为引领，联手在三亚打造集

医、教、研为一体的三级甲等妇女儿童专科医

院。

从 2017 年开始，市妇幼保健院相继成立

了新生儿出生畸形外科诊治中心三亚分中

心、疑难罕见病远程会诊中心三亚分中心、三

亚市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与诊治中心、儿外科

示范门诊、儿童呼吸科示范门诊、上海市儿童

罕见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海南）合作中心等

医疗单元，并成为儿童听力障碍康复诊治定

点医疗机构、三亚市脑瘫儿童定点服务单位、

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定点医疗机构。

“这些诊治中心的建设，带动了麻醉科、放

射科、体外循环监护等周边的学科群发展，推

动医院医疗技术水平的提升。”陆兆辉说，随着

经验的积累和人才、设备的配套，已逐渐实现

筛查和治疗的落户，进而实现患者不出岛在

三亚即可享受高质量诊疗服务的目标。

2020 年，市妇幼保健院获评国家孕产期

保健特色专科建设单位，实现海南国家级孕

产期保健特色专科建设零突破。在此基础

上，又于 2021年获批成为国内首批双胎妊娠

规范化管理提升项目及双胎规范化门诊试点

单位，同年，海南南部地区首家产前诊断中心

在市妇幼保健院揭牌成立，填补产前诊断领

域的空白。

陆兆辉说，在过去 3年多时间里，上海儿

童医学中心以“品牌输出、管理输出、技术输

出”为基本指导方针，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加速市妇幼保健院基础建设，助力医疗能级

提升、推动现代化运营管理、引入高端医疗技

术、加强人才梯队培养，使医院学科建设得到

优化，科研教学工作卓有成效。

岁月无止息，征程永向前。为更好地保

驾护航妇女儿童健康，2021 年 3 月 20 日开

始，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全面托管市妇幼保健

院，通过政策支持、内部管理、技术支持、国内

外合作交流等形式，全面提升市妇幼保健院

的整体学科发展水平和服务能力，通过短期、

中长期入驻等形式，提供专业技术指导与帮

助，实行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与市妇幼保健院

技术平移和同质化管理。

周玉海表示，随着上海优质医疗资源的

不断下沉，市妇幼保健院将为三亚乃至全省

妇女儿童带来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保障人

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学科先行筑牢健康“屏障”B

人民至上谱写“三甲新篇”C

▲ 2020 年 12 月
16 日，市妇幼保健院
召 开 三 级 评 审 工 作
推进座谈会。

◀ 在 去 年 打 响
的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阻击战中，三亚市
妇 幼 保 健 院 组 织 医
护 人 员 奔 赴 水 蛟 村
采样。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外景。

本版图片均由吴英模 黄毅摄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党委组织党员到母瑞山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A 党建引领点燃发展“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