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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 坚定落实国家新医改 着力打造荆楚名院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托管汉川市人民医院协议签字仪式隆重举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托管汉川市人民医院协议签字仪式隆重举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托管汉川市人民医院协议签字仪式隆重举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托管汉川市人民医院协议签字仪式隆重举行

荷花盛开，汈莲飘香。6 月 25 日上午 10 时，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托管汉川市人民医院协议

签字仪式在汉川市碧海蓝天大酒店隆重举行。这是汉川市人民医院发展史上的大事件，也是汉

川市卫生事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会场内，环绕四周的绿叶，点缀其中的鲜花，红色醒目的条幅，共同见证着这一喜庆时刻。

参加签字仪式的领导和来宾有：省卫生厅副厅长张俊超，副巡视员阮小明；武汉大学副校

长、省人民医院院长黄从新，党委书记唐其柱及朱嘉龙、黄书岚等院领导和院长助理江应安及

龚超、刘智勇、陈敏芳、郝亚荣、何谦然、熊玉珍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孝感市卫生局局长李跃

念；孝感市委常委、汉川市委书记叶贤林，常务副市长朱光洪，市政协主席高本祥，市人大副

主任张艳，市委组织部部长李先乔、宣传部领导，市发改局、市人社局、市财政局等部门负责

人；市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何雄武及党组全体成员；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贺朝雄，市

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匡勇军及其他班子成员和院级领导，100余名中层干部代表。

会议由市政府副市长孙松柏主持。他代表汉川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和全市百万人民对前来参会的各级领导表示热烈的欢迎。

汉川市卫生局局长何雄武在会上致欢迎词。他说，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是全省乃至中南地区著名的三甲医院，拥有强大的管理、技术、人才

和学科优势，是国家公立医院改革进程中的先行者、排头兵，在“1+8”武汉城市圈的医疗卫生功能辐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几年来，汉

川市人民医院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医疗质量和业务收入都跃居孝感市榜首，提前三年实现了既定发展目标，发展基础较为牢固，发展态势持

续强劲；医院托管协议签字仪式的举行是全市卫生事业发展史上的大喜事，为市人民医院争创三级医院添装了强力发动机，可以更快地增强管

理水平，更高地提升技术档次，更好地壮大学科。他指出，市卫生局在制定全市卫生事业“十二

五”发展规划中，特别强调要以市人民医院为龙头，带动全局，促进全市医疗技术服务水平的整

体提高。蓝图已经绘就，协议即将签署，何局长表示，汉川市卫生局将继续全力配合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开展托管工作，共同推动市人民医院快速发展，共同提高全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为百万

汉川人民的身体健康作出新的贡献。

随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院长黄从新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汉川市人民医院经过 60 多

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底蕴，此次联手加深合作，实施医院托管，两家医院融为一体，统一布

置工作，一定能够加快汉川市人民医院的建设和发展。他代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作出了“四个承

诺”，一是倾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全院之力，帮助汉川市人民医院学科发展能力、人才队伍壮大、医

疗服务水平等各项建设和发展尽快上台阶；二是让发展成果与民共享，不仅让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受益，也让医院干部职工“荷包暖和”；三是个人无论工作如何繁忙，都会付出全部的智慧和努力，始终抓好医院托管；四是只要汉川人民需要，

只要汉川市领导一声号令，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将积极响应，全力以赴，为公益事业和民生发展勇担责任，多作贡献。黄院长最后表示，武汉大

学人民医院的医改责任心是保证，汉川市各级领导的支持是保证，汉川市卫生局、汉川市人民医院的热情与配合是保证，医院托管的前景一定

无限光明。

省卫生厅张俊超厅长在讲话中提出了“三点希望”：一要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强大优势与汉川市人民医院实际相结合，真托实管，高效合

作，促进汉川市人民医院更好更快发展；二要重点提升汉川市人民医院的技术力量和学科建设，成功创建三级医院；三要充分依托汉川市各级

领导的大力支持，为托管工作有序开展创造良好环境。

孝感市委常委、汉川市委书记叶贤林表示，医院托管是利民、利市、利院的大工程。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是一艘实力超群的医疗航母，技术力量强，辐射范围广；汉川市人民医院这几年的快速发

展也壮大了块头，提高了竞争力。一个有携手并进乐于共谋发展的责任感，一个有求贤拜师渴望加

快发展的进取心，在努力探索医改新路上，合心合拍，喜结良缘。托管协议充分体现出尊重、互信、

共赢的精髓，丰富了公立医院改革的内涵。希望托管后的市人民医院，要始终坚持医院性质及功能

不变、医院资产权属不变、政府对医院的政策不变、职工的身份不变的“四不变”原则，加快人才

队伍建设，加快技术进步，加快学科发展，成功创建三级医院，逐步实现“学科融合、人才融合、

技术融合、学术融合”，确保两院效益有增长、人民群众得实惠，为公立医院改革树立新样板，为民

生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他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协调，主动配合，为托管工作稳步推进创

造宽松环境，提供有力支持，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驻点领导及专家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服务。

最后，黄从新院长代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何雄武局长代表汉川市卫生局，签署协议并交换文本。黄院长与汉川市常务副市长朱光洪共同

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汉川医院”揭牌。 （院办 叶魏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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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建党建党建党 90909090 周年暨优秀党员表彰大会周年暨优秀党员表彰大会周年暨优秀党员表彰大会周年暨优秀党员表彰大会

7 月 1 日，市人民医院

纪念建党 90 周年暨优秀共

产党员表彰大会在医院学

术报告厅隆重召开。市人民

医院全体共产党员参加了

会议。

大会由院党委副书记

朱国兵主持。

大会在激昂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在庄严的党旗下，全体党

员同声颂读入党誓词，再次向党作出庄严宣誓。

会上，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匡勇军宣读了《中共汉川市人

民医院委员会关于表彰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决

定》，授予外科党支部、医技党支部“先进党支部”称号；授予熊先荣

等 15位同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刘祖平、雷幸荣“优秀党务

工作者”称号。

院党委书记、院长贺朝雄在会上发表讲话。他代表院党委向全体

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慰问，向获得表彰的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员和优

秀党务工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院干部职工为医院建设发展所作

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他在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 90 年波澜壮阔

的风雨历程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后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

史是一部壮丽的史诗，是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繁荣和中国人民自

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 90年，是推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不断夺取更大胜利的 90年。

贺院长说，医院党组织自 1950 年建院时成立以来，特别是 2008

年成立党委以来，其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增强，党员队伍进一步壮大。

他简要介绍了上半年院党委加强党建工作、狠抓医院管理的五项举措，

一是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二是大力开展“万名干部进万村入

万户”活动；三是积极开展纪念建党 90周年活动，组织举办红五月“白

衣天使唱红歌”大型专场晚会；四是有力指导工、青、妇群团工作；

五是审时度势、抢抓机遇，全力推动“三动工程”。

贺院长指出，在发扬成绩的同时，还应清醒地看到医院党建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艰巨任务。在加强和改进医院党建工作中，一

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提高医院党委班子和广大党员干

部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二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

设；三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医院建设中再立新功。

贺院长号召，医院的事业任重道远，医院的未来无限美好。我们

每一位党员要始终牢记党的宗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发挥共

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完成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为实现“培育

核心竞争力，打造荆楚名院”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大会还宣布了红五月“白衣天使唱红歌”大型文艺晚会中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和优胜奖获奖节目名单，并分别颁发了证书和奖金。

大会在催人奋进的《国际歌》声中圆满结束。

（院办 叶魏淇）

先进党支部：

外科党支部 医技党支部

优秀共产党员：

熊先荣 全柯桦 孙艳梅 匡 红 严军平 高 波 谢爱梅

王平超 钟继发 王金凯 夏小刚 高 欢 王 曦 刘庭翼

田培荣

优秀党务工作者：

刘祖平 雷幸荣

【【【【临床报道临床报道临床报道临床报道】】】】

内四科成功实施内镜下止血术内四科成功实施内镜下止血术内四科成功实施内镜下止血术内四科成功实施内镜下止血术

6月 14日，内四科为一名上消化道大出血患者在内镜下止血成功。

患者尹某，男，55 岁，因呕血黑便入院。五年前因胃穿孔在我院

行胃大部切除术，在此期间曾有 2 次出血史。病人入院后，在内四科

做急诊胃镜，见吻合口鞍部一溃疡，基底部有一小动脉喷射性出血，

随后在内镜下，用肽夹夹团出血动脉及溃疡，镜下观察未见活动性出

血，辅以抑酸药物治疗几天后，便痊愈出院。

此次内镜下止血成功，提高了我院消化内科内镜治疗水平，避免

患者再次手术，既减轻了病人痛苦，又降低了医疗费用。

（内四科 严 安）

外二科成功开展二项新术式取得良好治疗效果外二科成功开展二项新术式取得良好治疗效果外二科成功开展二项新术式取得良好治疗效果外二科成功开展二项新术式取得良好治疗效果

5月 9 日，外二科成功为一例左股骨近端粉碎性骨折（AO 分型为

31-A3 型）病人实施切开复位加 PFNA 内固定术。

31-A3 型骨折在临床上极不稳定，以往采用 DHS等内固定方式，

极易出现断板断钉致颈干角丢失，下肢短缩，患者出现关节疼痛、跛

行等现象，影响其生活质量。PFNA是近年来国外先进的内固定方式，

外二科在陈砚平主任的主持下，引进该项新技术，成功治疗这类病例。

5月 25 日，外二科成功为一例桡骨小头粉碎性骨折病人实行切开

复位、微型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

桡骨小头粉碎性骨折（Mason Ⅲ型）在以往治疗过程中，往往因

复位、固定困难而采取桡骨小头切除，桡骨小头切除术后远期常并发

肘外翻畸形、创伤性关节炎、下尺桡关节半脱位或脱位、腕关节无力

和疼痛等并发症，严重影响病人工作和生活。在主任陈砚平的主持下，

外二科采用切开复位微型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

（外二科 余国武 高济宇）

【【【【工作简讯工作简讯工作简讯工作简讯】】】】

◇ 2 月，孝感市综治委授予我院 2010 年度全市“平安百佳”之

“十佳平安医院”称号，授予胡军武 “十佳平安医院先进工作者”称

号（孝综治发[2011]2 号）。

◇ 4 月 30 日，共青团孝感市委授予我院团委书记王柏林“全市

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

◇ 5 月 4 日，共青团湖北省委授予我院团委副书记全柯桦“全省

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 6 月 14 日，医院药事管理委员会会议在医技楼四楼会议室召

开，重点研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治理工作。

◇ 6 月 23 日，我院在学术报告厅举行医德医风与党员廉政教育

专题讲座，特邀市委党校高级讲师陈勇主讲《感悟道德经》，市检察院

预防犯罪科科长张俊华主讲《警示教育》。

◇ 6 月 24 日，汉川市医学会 2011 年内科专业年会在我院学术报

告厅召开，特邀同济医院呼吸科主任赵建平教授到会授课。全市各医

疗卫生单位代表参加会议。

◇ 6 月，汉川市委市政府授予我院“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

动工作组“先进工作组”荣誉称号，对我院“三万”活动的开展情况

给予高度赞扬。

◇ 6 月 29 日，我院军鼓队在“忆党史、颂党恩、跟党走”，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军鼓表演活动中，成绩优秀，被市老年人文体

协会、市腰鼓协会评为“先进集体”。

◇ 6 月 30 日，全市市直机关“供电杯”篮球赛胜利闭幕，经过 8

天的艰苦比赛，市人民医院篮球队勇夺第二名，创卫生战线参加市级

篮球比赛最佳战绩。

◇ 截止 6 月底，我院 2011 年医用设备购置第一期计划圆满完成，

总计购入医用设备 16 台件，总购置金额近 600 万元。

（后勤保障科 凌 军）

◇ 7 月 1日，第二批赴柳州中医院学习人员孙秋凌、许磊、李敏、

张沛学习心得交流会在学术报告厅举行。

◇ 7 月 5 日，医教科与公共卫生科共同举办培训讲座，儿科主任

余超主讲《重症手足口早期识别及治疗》，B 超室主任沈文主讲《超声

在临床中的应用》。

先进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