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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鲁中地区泌
尿外科学术交流，提高泌尿外科
微创诊疗技术，9月24日，淄博市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鲁中微创泌
尿外科论坛研讨班”暨“超声引
导下经会阴前列腺穿刺学习班”
在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淄博经开
区医院）举行。山东省医学会泌
尿外科分会主任委员、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徐忠华教授；山东第一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
王建宁教授；山东省立医院东院
泌尿微创一科主任蒋绍博；淄博
市卫健委科教科曲艳科长；北大
医疗淄博医院（淄博经开区医
院）曲勇；淄博市首届医疗卫生
专家、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淄博
经开区医院）泌尿外科诊疗中心
主任聂清生出席会议，与来自淄
博市从事泌尿工作的60余名专
家齐聚一堂，学习交流，群策群
力，共谋发展。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淄博经
开区医院）院长曲勇介绍了医院
的整体概况，以及医院泌尿外科
诊疗中心在管理、临床诊治及科
研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表示，
研讨和培训班的举办，为泌尿外
科专业的同仁们搭建了一个交
流学术、传播信息、展示成果、增
进友谊的良好平台，不仅为带来
先进学术思想和理念、前沿技术
成果，为泌尿专家学者拓宽学术
视野，激发学术热情，推动淄博
市泌尿外科专业诊治水平的提
升和微创技术的进步，进而推动
淄博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
展和守护百姓健康做出新的
贡献！

山东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分
会主任委员、山大齐鲁医院徐忠
华教授讲话。他指出，近年来北
大医疗淄博医院（淄博经开区医
院）泌尿外科诊疗中心在聂清生
教授的带领下，学科发展逐渐壮
大，突破了业务技术瓶颈，开展
了多项大型手术，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希望借助此次培训班的
举办，使泌尿外科微创治疗进展
与治疗手段惠及广大医务工作
者与患者。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副院长王建宁教授讲话。
他表示，此次培训既是一场学术
盛会，也是一次切磋医术、展示
成果的平台。希望通过专家学
者的授课，让更多先进的学术思
想和理念、前沿的学术科研成果
惠及广大医务工作者，将泌尿技
术不断发展壮大，更加有效地促
进泌尿诊疗事业的发展。

山东省立医院东院泌尿微
创一科主任蒋绍博讲话。他表
示，经过多年发展，不仅北大医
疗淄博医院（淄博经开区医院）
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医院的业务技术也取得了突飞
猛进的发展。希望泌尿同道借
此次学习班广泛交流，共同促进
泌尿外科微创技术进步，推微创
技术发展再上新台阶，为人民群
众提供更为优质的医疗服务。

淄博市卫健委科教科曲艳
科长对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淄博
经开区医院）的工作表示了肯
定。她指出，此次学习班的召
开，为淄博市泌尿专业的同道们
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更加有
效地促进泌尿事业的发展。希

望广大泌尿外科医务工作者可
以互相交流学习，为淄博及周边
百姓提供精准服务，让广大社区
群众享受到泌尿微创技术带来
的福音。

仪式结束后，举行了为期一
天的淄博市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鲁中微创泌尿外科论坛研讨
班”暨“超声引导下经会阴前列
腺穿刺学习班”。

山东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分
会主任委员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徐忠华教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王建宁教
授、山东省立医院东院泌尿微创
一科主任蒋绍博教授、淄博市首
届医疗卫生专家、北大医疗淄博
医院（淄博经开区医院）泌尿外
科诊疗中心主任聂清生等8位泌
尿专业大咖依次上台进行了精
彩的授课。

淄博市中心医院东院泌尿
外科副主任郑建波、淄博市市立
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冯润、淄博
市中心医院西院泌尿外科副主
任车梓、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淄
博经开区医院）泌尿外科诊疗中
心副主任刘红亮等7位泌尿外科
青年学者依次上台进行了经验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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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云集！

淄博市泌尿专家共话微创技术造福患者

1、9月1日，医院组织淄博
经开区医联体专业组会议。

2、9月6日，医联体成员单
位参加医院医保DIP结算政策
培训会议。

3、9月8日，医联体成员单
位参加医院全院质控检查。

4、9月9日，推进督医联体
专业组9月份工作计划及目标
制定。

5、9月14日，整理三个乡
镇卫生院调研报告和帮扶计
划，确定各卫生院帮扶项目。

6、9月15日，建立双向转
诊连续服务中心及专家库，制
定工作流程。

7、9月17日、29日，组织
“市民看病有良医变化”开放
日活动，经开区傅家镇、沣水
镇21个村的村民代表走进医
院参观体验。

8、9月至11月，深入到傅
家镇、沣水镇、南定镇各村组
织开展“情暖金秋、爱在经开”
专家巡诊义诊活动。

9、9月22日，医联体成员
单位参加医院“天使文化”理
念体系宣讲会。

10、9月24日，医联体成员
单位参加2022年市级继续医
学教育项目，急性心衰治疗新
进展培训班暨心脏重症多学
科诊疗协作巡讲。

11、9月24日，医联体成员
单位参与第三期护士长胜任
力培训。

12、9月26日，南定卫生院
医师到院外科、中医科进修
学习。

13、9月28日，医联体单位
参加院内传统排球比赛。

14、9月28日，进行全员最
新疫情防控政策培训并考核。

15、9月28日，医联体成员
单位对接手术室与骨外科，学
习有关内容。

16、9月30日，医联体成员
单位参加医院与山东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联体签
约揭牌仪式。

9月16日，中国共产党北大
医疗淄博医院第二次党员大会
胜利召开。会议总结过去六年
来的工作成绩，科学谋划未来五
年的主要发展目标。

医院党委委员、院长曲勇主
持会议。党委委员、副院长张世
杰主持预备会议。大会在高亢
激昂、嘹亮庄严的国歌声中
开幕。

党委书记郭宗新代表中国
共产党北大医疗淄博医院第一
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踔厉
奋发、笃行不怠、击楫扬帆、赓续
前行谱写医院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的工作报告。报告全面总结
过去，客观分析现阶段面临的形
势及发展机遇，高起点谋划未来
五年发展蓝图。

报告指出，六年来，医院党
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在上级党委和行政
的坚强领导下，围绕“全面建成

较高水平的三级综合医院”发展
目标，坚决落实产业集团党委、
省市卫生健康工作要求，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直面桃战、奋力拼
搏，全面加强政治建设，全面从
严管党治党，全面提升医院运营
管理水平，党员和员工队伍面
貌、党建工作都发生了深刻变
化，医院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取得了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医院
快速发展阶段性胜利，医院实现
了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今后五年医院的工作指导
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主动
适应医改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新形势，主动适应淄博市医疗卫
生发展新要求，主动融入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秉承“坚持公
益性，惠及咱百姓”的办院思想，
锚定建设“患者信赖，员工幸福，
特色突出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这一目标，坚持“以患者为中心，
医院员工为根本”，坚持党建引

领，坚持标准化赋能、信息化赋
能，持之以恒实施“学科与技术、
精细化管理、服务品质提升”三
大策略，奋力开创医院发展的崭
新局面。未来五年的主要任务
是：狠抓学科建设、强化质量管
理、细化运营管理、深化优质服
务、建设智慧医院、加强医联体
建设。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
要任务是：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引
领；二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三
是加强干部员工队伍建设；四是
深化文化品牌建设；五是营造平
安和谐氛围。

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
党北大医疗淄博医院第一届委
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
的决议，并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北大医
疗淄博医院第二届党委会委员、
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北大医疗淄博
医院第二届党员大会在庄严的
《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赵志楠

医院第二次党员大会召开

为规范心衰治疗，提高心
衰的综合防控水平，9月24日，
2022年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
目-“急性心衰治疗新进展培
训班暨心脏重症多学科诊疗
协作巡讲”在北大医疗淄博医
院（淄博经开区医院）成功
举办。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淄博
经开区医院）副院长张世杰致
欢迎辞，他介绍了医院的发展
历程、规划，并表示关注心衰
意义重大，规范化的诊断治疗
至关重要。希望通过培训，进
一步提升急诊心血管专业的
技术和服务水平，为淄博市急
救医学贡献力量，为群众提高
更加优质的诊疗服务。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院长

陈玉国、淄博市急诊主任委员
刘玉法致辞。

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形式，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陆峰，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钟明、李传保，淄博市第
一医院周国庆，淄博市市立医
院于卫兵，北大医疗淄博医院
寇金柱等多位知名专家授课，
淄博市急诊主任委员刘玉法
任大会主席。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刘汝
刚、淄博市中心医院郗文瑜做
病历分享，淄博市急诊主任委
员刘玉法、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魏守亮，张店区人民医院王艳
翠，周村区人民医院王涛对病
历进行了点评。

张宇

急性心衰治疗新进展培训班成功举办

积极推进淄博经开区医联体建设

付春海
主任医师，心胸外科主任，胸外

专业。
擅长肺癌，食管贲门癌、纵隔肿瘤

的手术治疗；一期肺癌及自发性气胸的
微创手术治疗；重大胸部创伤、心脏外
伤的急救及手术治疗。中华医学会胸
外科分会会员、淄博市心胸委员会
委员。

手机：13964493888

谭桂兴
主任医师，普外科专业。
擅长胃癌、肝癌、大肠癌、急、慢性

胆囊炎及胰腺炎的诊断与治疗，尤其擅
长甲状腺、乳腺、肛肠疾病的诊断与手
术治疗。山东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
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营养分会委
员、淄博市普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手机：13953373880

认清这些专家，就医更方便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为方便患者就医，对医院专家有更详细
的了解，每月对三位医院专家进行介绍，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