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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南海西樵围绕

“空间再造，产业重塑，缔造美

好生活在西樵”的工作主线，

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文旅

产业、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并

驾齐驱，高标准建设具有集聚

和辐射效应的南海西部区域

中心。

城市战略地位的提升需

要医疗服务能力的匹配。作

为南海区三级综合医院，南

海四院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

角色——聚焦打造三甲医院

和南海西部的区域医疗中

心。

如何有力推动实施？南

海四院党委始终发挥“把方

向、管大局、作决策、促改革、

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全面落

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

制，大力推动支部建立在科

室上，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发

展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

同检查，使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成为医院发展的重要支撑

力量，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心剂”。

2022年3月，全院完成各

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成立

14个支部，13个在职支部书

记均由科主任担任，压实一岗

双责责任，促进各支部书记发

挥领头雁效应。

产科主任黄利川是第九

支部书记，“学会享受工作的

成就感、充实感、幸福感，工作

本身就是一种奖赏，而不是获

得奖赏的手段。”她常结合自

身工作经验和方法，勉励科室

医护人员。

南海四院还推进“一科

一品”工作项目，产科、泌尿

外科、普外科、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的党员骨干充分发挥

了带头作用，引领科室打造

特色项目，分别打造“因爱而

生”一站式VIP服务、“普外

不普通”和“医石无忧”无痛

病房、“畅享自由呼吸”咳喘

管理中心，为患者提供更加

优质的服务。

2020年7月，在区、镇两

级政府的支持下，南海四院新

建业务用房（住院综合大楼、

感染病科楼）项目正式动工。

主体结构于2022年1月完成

封顶，目前，正在进行设备管

线安装和室内装修、特殊科室

安装与装修及医用气体工程

阶段。

与西樵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构建紧密型医联体；妇科

与中山三院生殖中心专家团

队合作；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欧

阳铭教授合作，搭建“名医工

作群”；疼痛科与广州著名疼

痛专家黄乔东、陈金生建立名

医工作室……一系列项目落

地开花，南海四院阔步迈向高

质量发展轨道，“医心为民，守

护健康”的初心呈现出迷人的

现实模样。

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筑牢“红色基底”尽显“医心为民”担当

“手术前，拉被子都不行，全

身动不了，感觉自己快不行了。

术后全身都舒服了。”10月中旬，

84岁的梁伯回忆起进院前的情

况，仍心有余悸。

“患者经检查后，诊断为主

动脉弓多发穿透性溃疡、胸主动

脉下段动脉瘤以及腹主动脉下

段巨大动脉瘤。”介入肿瘤科负

责人、副主任医师潘文说，考虑

到梁伯的年龄，经研究，科室决

定使用全新微创技术“主动脉瘤

腔内修复术”。

在手术过程中，潘文及其团

队使用腔内修复术和分叉型腹

膜支架分别对主动脉弓多发穿

透性溃疡和腹主动脉下段巨大

主动脉瘤进行手术治疗。手术

历经5个多小时顺利完成。

“非常感谢大家，现在全身

都很舒服。”手术后，梁伯恢复速

度很快，经过详细检查，身体已

无大碍，高高兴兴地出院了。

今年5月，南海四院介入肿

瘤科成立，截至目前已完成介入

手术752例，其中完成胸/腹主动

脉动脉瘤（夹层）腔内修复术14

台，与神经外科合作开展颅内动

脉瘤腔内填塞术18台。而潘文

是该院今年引进的人才，从事外

周血管及综合介入十余年，拥有

丰富临床经验的他填补了西樵

镇肿瘤领域的空白，满足广大患

者对肿瘤病及血管病诊疗的需

求，让肿瘤患者在家门口即可享

受优质的医疗技术与服务。

在这工作不到一年，潘文开

心地分享道：“科室工作氛围好，

医院领导大力支持开展新技术

发展，满满都是归属感和幸福

感。”在加大高级人才的引进力

度外，南海四院的“优才计划”则

从表现优秀的医护人员中着手，

自主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

今年，该院共开展34项新

技术新项目，主要以四级手术及

新项目为主，如妇科单孔腹腔镜

手术（LESS）、骨科膝关节镜下

半月板缝合术、三叉神经微球囊

压迫术、高危急性肺血栓栓塞症

经静脉溶栓术等，为患者带来更

多的健康福音。

与此同时，医院还持续推进

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救治

中心、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危

重新生儿救治中心“五大中心”

的基本建设工作。今年，卒中中

心将急性脑卒中患者在急诊的

停留时间从98分钟缩短为43分

钟；胸痛中心平均 D2B 时间

79.11 分钟，最短仅用时 29分

钟；医院正式成为中国创伤救治

联盟成员单位；7月成立的产康

中心出院病人预约回诊率70%

以上……2022年，南海四院为

130多万(人次)患者提供门诊服

务，为2.5万余（人次）提供出入

院服务，通过各类手术为2.6万

余人解除病痛，高水平“把脉”，

让患者群众安心。

在健康中国建设的征途上，公立医院如何创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

量发展？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南海四院”）的答案是，筑

牢“红色基底”，加强党的建设。

于是，我们看到——

南海四院为群众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实堡垒，严格落实各项

院感防控措施，外派超1万人次参加防疫工作，发动多轮次宣

讲，安排疫苗接种……一批批党员医护闻令而动、冲锋在

前；

南海四院构筑南海区西南部医疗服务“高地”，

推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全年开展34项新技

术新项目；妇产科、心血管内科获评为佛山市

“十四五”培育医学重点专科；妇产科、疼痛科

获评为南海区“十四五”医学重点专科；妇产科获

评为南海首届“最具活力医学团队”高质量发展医学

领军团队。一批批党员医务人员脚踏实地、志存高远；

南海四院构建高效便捷医疗服务体系，将用心学党

史与用情办实事相结合，大力推进“健康直联制名医进村

居”党建品牌，“软硬兼施”提升就医体验和服务质量。一批批

党员医护人员下沉基层、实干担当……

“我们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与深入推进‘十四五’发

展规划结合起来，坚持患者利益至上，倡导团队协作和创新发展精神。”

南海四院党委书记陈振华表示，要将“红色基因”不断融入医院发展的

血脉，以党建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上门进行居家护理，为患

者提供便民服务；开通互联网问

诊服务，降低市民院内就诊交叉

感染风险；微信服务系统修改儿

童线上建卡的流程，完成线上医

保结算……2022年，南海四院

用更好、更优的服务改善群众患

者的就医体验。更在院外，深入

村居，探索“支部结对、科室直

联、名医指导、上门服务”的中

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新模式，

用心把服务做到患者的心坎儿

上。

更喜人的是，南海四院与西

樵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动，成

功打通了医院局域网与社区的

网络，连通两个单位之间的信

息，更清楚把握群众患者的疾病

情况，提供精准医疗服务。

南海四院持续优化发热门

诊服务和管理，改善闭环服务能

力。此外，中医科还制定了适合

西樵街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居

家中医治疗简易方案》，包含预

防类和治疗类，推出各型号抗新

冠病毒方的颗粒剂，服务不方便

煎汤药的人群。

高质量服务不仅仅在院内

展开，还走进村居，深入村民心

中。南海四院打造“健康直联制

名医进村居”党建品牌，结合“我

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以科室为

单位与西樵镇33个村（社区）居

委会建立挂钩直联制度，科室党

员干部、名医牵头组队定期进村

居、社区开展义诊或健康讲座，

把优质医疗资源及服务送到居

民家门口。

“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身

体力行，深入基层，将惠民、利民

的服务送到群众中去，让社区居

民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

怀。”南海四院院长陈生说。

大规模核酸检测、疫苗接

种评估和动员，妇女“两癌”筛

查、65岁以上老人体检等各项

公共卫生工作中，鲜红党旗高

高飘扬，尽显南海四院的“医心

为民”担当与坚守，让群众舒心

安康。

红旗漫卷，淬火成钢；恪守初

心，人民至上。南海四院高擎党

建引领大旗，守好疫情防控“下半

场”，书写医者“仁心大爱”新篇

章，不断朝着“创建三级甲等医院

和成为南海西南部的区域医疗

中心”这一目标扬帆远航。

高标准谋划让群众定心

■卒中中心医护人员正为患者进行介入手术。

■南海四院高擎党建引领大旗，聚焦打造三甲医院和南海西南部的区域医疗中心。

党心聚力 高水平治疗让群众安心

党旗飘扬 高质量服务让群众舒心

文/珠江时报记者 何泳谊 通讯员 黄春梅 李霞玉 图/通讯员供

■南海四院开展“医心为民·服务百姓健康”义诊活动。

数说成就

医心为民办实事

1 免费为镇内 7600名 25周岁以

上已婚女性开展普查普治活动、为

2000名 35~64周岁的镇内常住妇女开

展“两癌”筛查。

2 开展健康宣教、义诊、急救知识

培训等活动近 45场次，服务人数达

3000人次。

3 已完成12个社区党组织共建。

4 开展志愿服务693场次，参与人

数 达 2269 人次，志 愿 服 务 时 数 达

10981 小时，服务人数约达 7.4 万人

次。荣获南海区直机关党员志愿专业

服务队优秀项目。

5 与西樵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构

建医联体，完成双向转诊1277人。

6 共派出1万多人次医务人员外

出参加日常疫苗接种、核酸检测等防疫

工作。

7 服务发热患者约9.9万人次，启

动防控诊疗专家组会诊讨论3场次，进

行重点人群救护车转运320车次。电

话会诊86人次。

8 共派出4名优秀医生到贵州基

层医院、肇庆开展帮扶工作。

名医引领有力量

1 全院正高级职称 28 人、副高

137人、中级339人；南海区名医14人。

2 佛山市“十四五”培育医学重点

专科2个；南海区“十四五”医学重点专

科2个、区高质量发展领军团队1个。

3 12名护士获得2022年南海区卫

生健康系统优秀护士。

4 发热门诊团队、急诊护理团队获

得2022年南海区卫生健康系统优秀护

理团队。

医疗技术有成效

1 全年开展34项新技术新项目，

主要以四级手术及新项目为主，如妇科

单孔腹腔镜手术（LESS）、骨科膝关节镜

下半月板缝合术、三叉神经微球囊压迫

术、高危急性肺血栓栓塞症经静脉溶栓

术等。

2 5月成立介入肿瘤科，开展介入

手术752台，其中完成胸/腹主动脉动

脉瘤（夹层）腔内修复术14台，与神经

外科合作开展颅内动脉瘤腔内填塞术

18台。

3 7月成立产康中心，为6899名产

后妇女开展服务。

4 荣获2022年南海区职工劳动和

技能竞赛腹腔镜模拟操作项目技能比

赛团体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