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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五年

通过抓问题整改落实 推动全院工作健康发展
———我院召开“中央巡视组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落实”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7 月 26 日，我院召开以“中央巡

视组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落

实”为主题的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

会。省卫生计生委督导组组长、体改

处卫生计生监察专员文日炫出席，并

就如何开好此次民主生活会提出要

求，对会议进行点评，院长陈心智代

表院领导班子作对照检查，院领导班

子成员依次作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会议由院党委书记李景生

主持，院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参加。

在对照检查中，陈心智重点查找

了我院领导班子在“四个意识”不强、

党的领导弱化方面，党的观念弱化、党

的建设缺失方面，管党治党不严、全面

从严治党不力方面，上轮巡视整改不

到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思想意识、

党性修养、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等方面深刻分析了

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相应整改

措施。

就如何做好整改落实问题，陈心

智提出，领导班子要不断强化“四个

意识”，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要始终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要不断强化担当意识，层层压实

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不断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要不断强化责任

意识，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加强

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领导，不断筑

牢党风廉政建设的坚强防线。要不断

强化廉洁意识，培育高尚的道德情

操，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监督，树

立勤政廉政的党员领导干部形象。要

不断强化忧患意识，抓好问题整改落

实，做到真整改、真见效，通过抓问

题整改落实，推动全院工作健康发

展。

文日炫对此次民主生活会给予充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指出，这次民

主生活会开得很好、很成功，领导班

子和班子成员的对照检查材料准备充

分、剖析深刻，相互提出的批评意见

十分中肯，充分反映出省中医药科学

院领导班子是一个团结、和谐、战斗

的集体，是一个忠诚敢为、干净做

事、担当创业的集体。特别是新一届

领导班子上任以来，用短短几年时

间，取得了很大进步。创新了办院理

念———“医道天德”；做出让患者满

意、让患者放心的郑重承诺———“药

品不好找院长，态度不好找书记”；

儿科、老年病科成为全院发展的新引

擎；临床、科研两个轮子同时创新驱

动；制度、文化、队伍建设不断完善

和加强；职工精神状态良好，干劲十

足。文日炫要求，要以中央巡视组反

馈问题整改落实为契机，加强党组织

建设，强化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忧

患意识，加强层级管理，注重人才培

养。领导班子要继续上下同心，左右

同欲，带好队伍，行稳致远。

李景生在会议总结时指出，督导

组对此次民主生活会给予的充分肯

定，既是鼓励又是鞭策，对下一步工

作提出的具体要求，为我院工作开展

指明了方向。会后，要按照督导组的

要求，进一步认真梳理问题，完善制

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画出时

间表和“施工图”，扎实有效解决问

题。同时，要持续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切实抓好“两个责

任”的落实，促进我院各项工作蓬勃

发展。 （党办）

（通讯员 张桐语）7 月 27 日，

我院组织召开医药购销领域商业

贿赂专项治理工作会议。院长陈

心智传达了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医

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工

作会议精神，动员部署我院专项

工作，院领导班子成员及中层干

部参加会议。

陈心智对我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工

作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就

治理工作重点内容、法律依据进

行全面阐述。

陈心智指出，一要增强意识。

要加强医药购销领域反商业贿赂

教育，充分认识治理医药购销领

域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不断深化“医道天

德”办院理念，使全院职工进一

步明确是非界限，增强廉洁从业

和依法执业意识。二要狠抓落

实。各科室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要求，进一步落实专项治

理工作责任制，规范医疗执业行

为，铲除滋生商业贿赂的土壤，

净化医疗服务环境。三要完善长

效机制。要全面完善防治医药购

销领域商业贿赂长效机制，认真

开展自查自纠，查找风险点，堵

塞漏洞。

陈心智强调，医药购销领域商

业贿赂是深化医改道路上必须清

除的“绊脚石”，要加大工作力度

予以遏制，使医改政策得到有效

落实，将药占比控制在 30%以内，

百元医疗收入耗材占比控制在 20

元以内，医疗费用增幅要控制在

10%以下，按病种付费的病种不少

于 100 种，实现医疗费用合理增

长，保证医院运转平稳有序。

（通讯员 刘立威） 7 月 26

日，全国政协委员朴惠善在人民

日报刊发署名文章———“管控好

每一种中药饮片质量”。其中引

用了我院“药品不好找院长，态

度不好找书记”对百姓做出的郑

重承若。

“药品不好找院长，态度不

好找书记”，是 2013 年我院新一

届领导班子上任后，对社会做出

的郑重承若，这种承诺就是让患

者放心、让患者安心。充分体现

了医院对服务百姓健康的态度和

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责任。院长

作为药品质量第一责任人，把抓

药品质量当做头等大事，建立

“巡视制度”，实行“三级管理

模式”，院长带头对出入库药品

进行抽查巡视。书记把服务态度

纳入党务工作责任制，同步建立

了“礼仪化服务”标准、窗口服

务语言行为标准，设置了患者意

见箱，发放了 《医院满意度调查

表》，用心建立院方和患者交流

互通渠道。

五年来，这一社会承诺得到

了业界的高度认可，同时被多家

媒体报道。

（通讯员 王学农）7 月 20 日，

省中医药管理局印发通知，对在

我省第二届“北药杯”中药知识技

能大赛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

通报表扬。在表扬名单中我院代

表队和药剂科韩佳宏赫然在列。

7 月 6 日至 7 日，省中医药

管理局举办了第二届“北药杯”

中药知识技能大赛。我院高度重

视，派出由中药房韩佳宏、陈冠

宁、陈广云三名选手组成的代表

队，与来自全省的 15 支代表队

45 人竞技比拼。三名选手凭借其

娴熟的技能和良好的配合，从初

赛顺利杀入决赛，并在决赛中脱

颖而出。最终，韩佳宏获得中药

真伪鉴别个人第一名，三人共同

为我院赢得团体三等奖。

规范执业行为 杜绝商业贿赂
———我院召开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工作会议

“药品不好找院长 态度不好找书记”
被业界高度认可

我院在全省第二届
中药技能大赛中取得佳绩

“医院环境差，服务态度不好，挂号、开药

都要等上很长时间”。

这是 2013 年新一届院领导班子上任后，患者

对医院的普遍评价，也是摆在院长陈心智面前的

诸多难题之一。

陈心智认为，要想改变当前的这种状况，根

本问题就是要转变思想观念，创新医院管理，严

格职业规范，优化发展模式。

总结过去，分析当下，在遵循中医药发展规

律的前提下，结合医院现有的特色和优势，确定

了“医道天德”的全新办院理念，明确了坚定不

移地走“学科、专科、专病、专家”的发展道

路，制定了“凝聚了先进文化，富有地域特色和

鲜明学科优势，一流的中医药科学院”的发展目

标，向患者作出了“药品不好找院长 态度不好

找书记”的郑重承诺。

医道天德

办院理念是引领医院长期发展的灵魂，是凝

聚广大干部职工的有力靶向。

上任伊始，陈心智带领院领导班子和全院职

工，认真回顾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全面分析当

前中医药发展的大势。陈心智深刻认识到，医院

的顽疾就在于缺少最基本的规范，追根溯源是缺

少道和德。作为医院的主要领导，他认为，医院发

展的好与坏，关键在规范好每个人的“道德”，才

能将医院传承下去。为此，确定“医道天德”作为

当前，也是今后医院发展的办院理念。

“医道”，是从医之道、是天地人和的生生

之道，得道而成大医；“天德”，是奉献仁爱之

心、对生命同等视之，是不计回报之德。

（下转第 3 版）

创新管理 以顶层设计引领医院全新发展编者按：日前，国家大型医院巡

查组对我院近五年发展给予“快、

特、实、力、新”五个字的高度评

价，即医院发展速度快、特色优势

明显、务实团结真抓实干、凝心聚

力团结一心、创新管理创新设计。

如果把五年作为一个周期，对于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来说，在医院

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五年。

自 2013 年新一届院领导班子产生以

来，重新激发了全院干部职工的凝

聚力、战斗力、向心力，创新办院

理念和管理模式，坚持“以病人为

中心”的服务宗旨，坚持走“学科、

专科、专病、专家”的发展道路，实

施“青蓝工程”人才培养计划等一系

列举措，使医院焕发出新的发展活

力，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省中医药科学院院报从本期开

始，将推出系列报道“砥砺奋进的五

年”，对医院近五年发展的点滴进行

梳理，以此进一步展示医院发展取得

的巨大成果，进一步争取社会各界的

关注和支持，进一步增强患者的就医

获得感，进一步汇聚全院干部职工力

量，为医院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更好

的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健康需求营造

舆论氛围！

为提升我院广大干部职工的管理

能力和文化素养，7 月 22 日至 23 日，

我院举办了首届“人文素养提升暨核

心理念训练班”。此次培训特邀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北京正康管理咨询中

心崔金委老师为主讲嘉宾，院长陈心

智在开班仪式上做动员讲话，院班子

成员、全院中层以上干部 80 余人参加

培训。

陈心智指出，这是一次提高工作

素养、提升管理能力、提高业务水平的

机会，更是一次开拓视野、开启心智、

优化人生的机会。学习是发展的原动

力，知识是人生的必需品，希望全体参

训人员认真学习，不断更新观念，不断

提高自身素质，树立“以人为本，以病

人为中心”的医院服务理念，使医院快

速发展。

两天的时间里，崔金委老师讲授

了 《破冰活动与团队建设》、 《阳光

心智》、 《如何培养高情商》、 《人际

关系与医患沟通》、 《做人的观念、

服务的理念》、 《心态、态度、信念

与习惯》 等课程，同时采取竞选演

讲、现场答题、分享心得、各队比

拚、情景模拟等互动学习形式，开启

大家的心智模式，传授大家做人做事

的核心理念。教育大家要树立优良的

团队意识、保持积极阳光的心态，要

注重培养情商和多赢思维，加强沟

通、懂得分享、学会感恩。崔金委老

师的授课，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参

与式、互动式教学让人耳目一新。

通过此次培训，大家的人文素养

得到了提升，思想观念得到了升华。大

家纷纷表示，十分感谢院领导为员工

的进步所付出的心血和精力，让大家

听到了工作中、学习中乃至人生发展

中十分重要的一课。今后，要立足本

职、学以致用，团结一心、努力前行，

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更加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之中，为打造一流

的省中医药科学院而努力奋斗。

（党办）

我院举办“人文素养提升暨核心理念训练班”

省卫生计生委督导组组长文日炫讲话 院长陈心智代表院领导班子作对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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