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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病人为中心”，大力开展
“无痛诊疗”业务和中医中药与
康复医疗工作。目前，该院无痛
分娩率增至 50%，无痛胃镜、肠
镜分别增加至 41%、61%；进一步
开展癌痛规范化治疗，不断满足
患者对医疗服务舒适化的新需
求。中医科住院患者中医汤药
诊疗覆盖率超出 85%。康复科加
大设备及技术引进，全面提升了
脑卒中、骨科术后患者、0-6 岁残
疾儿童及智力障碍、孤独症等患
儿的康复治疗水平。目前，“一
院三区”建设、感染科改扩建工
程正在有序施工，PCR 实验室完
成建设改造并通过验收，ICU 全
面升级后顺利启用。神木市首
座方形空气加压高压氧舱投入

使用，滨河院区完成整体搬迁，
肿瘤科、儿科、产科、五官科等相
关服务全面铺开，为滨河新区群
众提供了便捷、优质的医疗服
务。神木市航空医疗救援通道
正式开通，开辟了医院“空地结
合”的院前急救医疗救援新模
式。推进预约诊疗工作，结合疫
情防控要求，进一步提升分时段
预约诊疗率，全面推进“一人一
诊室”，首次开启线上诊疗工作模
式，有效分流现场就诊患者。配
合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
该院上下在控烟、医疗废物管理、
食堂管理及病媒生物防制上做了
大量的工作，为神木市成功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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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市连续七年实现92%患者县域内就医
神木市医院是目前陕西省县级医院唯一一家集医、教、研于一体的三级乙等综合医院。近

几年来，伴随着神木经济的高速发展，该院根据患者看病需求出现的新变化，把提高医疗服务质

量、增强核心竞争力，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管理、人才、技术、专科建设和创新上花力气、

下功夫，神木市连续七年实现 92%的患者在县域内就医。

加快转型升级 推动融合发展

近年来，神木市医院把一次
次创新与改革，融入患者最渴望
的现实需求，先后成功创建了国
家胸痛中心、陕西省危重孕产妇
救治与转诊中心、心衰中心。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通过国家 PC⁃
CM 规范化建设项目认证，卒中
中心通过省级评审，创伤中心重
点围绕绿色通道、多学科联合诊
疗工作，诊疗水平明显提高。该
院与西北妇女儿童医院合作开
展无创 DNA 产前筛查工作。西
安交大一附院与该院共建肿瘤
学科启动，推动了该院肿瘤学科
建设再上新台阶。

神木市医院将教学工作纳

入医院功能范畴，建立健全教学
相关规章制度，完善教学组织架
构，设立内、外、妇、儿、全科、中
医 6 个教研室；添置了一批高端
教学模型，建成 1 个规范化实训
室，增加了培训内容，提高了培
训质量；鼓励教师开展教学研究
和创新。去年，该院接收西安医
学院全科医学实习生 32 人，自
联实习生 92 人，各个教学单元
积极制定教学计划、明确工作重
点，严格做好实习生带教工作，
实习生满意度达 91%。

加大科研投入，提高科研能
力和创新水平。该院采取多种
措施，鼓励医务人员参与科研工

作，积极探索院校科研合作模
式。与西北大学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西北大学附属神木医院”

“西北大学神木市医院科技工作
站”顺利挂牌，联合西安交大一
附院、西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西安市第一医院、西北大学医学
院等院校，选派教授定期来神木
举办科研学术讲座等，助力医院
科研能力的提升。去年医院完
成省、市级各类科技项目共 25
个，其中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 4 个，榆林市 2020 年科技计划
项目 12 个、科协青年人才托举
计划项目 6 个、外国专家引进培
育项目 1 个。

严格质量管控 提升服务能力

加强医疗质量保证体系和质
控体系的建设。该院修订了医
疗质量管理及病历书写规范奖
罚制度；强化三级质控体系，出
台了病历书写扣分办法，对病历
书写进行了再规范；着力诊疗过
程的全员全程质控，定期对临
床、医技科室进行联合查房，推
进医疗质量的持续改进；以医疗

质量与安全核心制度落实为重
点，进行日常质量与安全督查，
规范临床诊疗行为；医院组织专
人每季度进行一次“三基”理论
考核，并将考核结果纳入当月
《质量与安全简报》，确保科室质
量与安全的持续改进；加强环节
质控，做好重点环节、重点人群、
重点时段的质量监控；加强药事

管理，该院先后完成三个批次的
国家集采药品的采购、使用、监
测工作。每月监测医院合理用
药数据，定期对各科室开展处方
点评。

加强信息化建设，推动医院
高质量发展。近年来，神木市医
院信息化建设一直居省内领先
水平，在全国县级医院中稳居第

一梯队，得到省内外医院专家们
的高度认可。目前，该院实现临
床应用、质量控制、医学影像数
据、远程心电等系统的有效连接
与资源共享。深入推进预约诊
疗、检查检验结果自助、预约健
康体检等便民服务。积极推进
远程医疗服务。以医院为纽带，
向下辐射到有条件的乡镇卫生
院和村卫生室，开展远程医疗、
健康咨询、健康管理服务；向上
与大城市三级医院远程医疗系
统对接，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通过远程会诊、远程查房、
远程示教等多种形式，提升医院
诊疗水平和能力，扩大了医院在
晋陕蒙三省区接壤地带的影响

力。稳步推进“互联网+”医疗服
务，建设智慧医院。应用互联网
等信息技术拓展医疗服务空间
和内容，构建覆盖诊前、诊中、诊
后的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加
快建立医院网上便民服务平台，
依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服务平台，
为医生在线诊疗和群众在线就
医提供支撑。疫情期间，神木市
医院在榆林地区率先推出互联
网在线诊疗业务，保障患者就医
服务。医院电子病历通过 5 级省
级初评，成为陕西首批 3 家通过
国家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
准化成熟度四级甲等测评的医
院，医院安全等级评测在陕西省
率先通过国家三级认证。

以患者为本 改善医疗服务

6月9日，由西安市委、市政府
主办，西安市金融工作局、西安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清
科创业承办的 2021全球创投峰会
在古城西安开幕，10日举行了峰会
主题论坛。论坛上，连续第三年发
布了年度中国城市科技金融发展
指数，在本年度该指数排名中，北
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南京、
武汉、西安、成都、天津分列前十。

30个城市58个指标
综合衡量

据介绍，在 2021年城市科技
金融指数研究过程中，在保持研究
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延续性、稳定性
的基础上对部分评价指标进行优
化升级；选取了政策环境上具备优
势、创新创业服务潜力较大、金融
活跃度较高、科技金融发展成果显
著的 30个城市进行研究评价；制
定了中国城市科技金融发展指数
体系，包含政策环境服务、创新创
业资源服务、科技金融活跃度、科
技金融发展成果等 4个一级指标，
13个二级指标、41个三级指标，用
以综合衡量区域科技金融发展水
平和服务能力。通过该指数，可以
对科技和金融结合实施成效进行
动态评估，为各城市科技金融发展
提供参考和借鉴。

西安综合排名升至第八

记者看到，本年度中国城市

科技金融发展综合指数呈现出东
部城市科技金融发展领先，中西
部城市崛起之势强劲的特点。西
安综合排名第八，较上一年上升
一位。西安在创业资源及创新活
力、科技发展成果等方面表现良
好，科技金融服务方面有较大的
潜力。目前，西安市科技金融发
展形成了以政策、财政经费支持
为主导，科技信贷、股权投资、多
层次资本市场等各类金融市场以
及科技类企业为主体，孵化器、众
创空间等创新创业资源为支持，
金融与科技领域联动，协同推进
西安市科技产业发展的繁荣
局面。

政策环境指数
西安排名第十

从公布的中国城市科技金融
发展指数中的政策环境指数看，呈

现出了政策环境逐渐完善，北京持
续保持领先优势的特点。在该分
项指数中，西安市排名第十，较
2020年，西安市政策环境指数略有
下降，但仍然处于中上水平。

创新创业资源服务指数
西安位居第三

创新创业资源服务指数则表
现出城市创新创业发展参差不齐，
东部地区优势较为明显的特点。
在这个分项指数上，西安名列前
茅，位居第三，较上年有大幅提
升。西安创新创业方面表现较为
活跃，主要得益于西安拥有大量高
校和军工相关科研单位，聚集丰富
的科研人才和科技资源，以及各类
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等创新创业资
源载体发展良好，政府给予政策、
财政补贴等多方面支持，提高创新
创业活力。 文/图 本报记者艾莉

本报讯（记者 张艳芳）6月 8日
上午，西安市住建局联合未央区住
建局在未央区曹家庙城中村改造悦
龙台项目施工现场组织进行安全生
产月宣传活动，本次的主题是“落实
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

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模拟生
活区发生火情后应急救援方案演
练，演练根据应急救援方案分为疏

散组、灭火组、后勤保障组、秩序维
护组、救援组等 5个小组。通过演
练，现场所有人员对事故发生后应
急救援的流程和注意事项有了更直
观的认识，表示在以后的施工生产
中避免此类事故的发生，并在遇到
火情时应做到第一时间汇报并在确
保自身安全情况下进行灭火，避免
造成重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

本报讯（通讯员 肖奔 记者
张利平）“爱君蓝水上，种杏近成田。”
这是唐代诗人钱起赞美蓝田大杏的
诗句。6月 7日，记者随蓝田县农
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来到该县华胥
镇阿氏村金实种植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一片忙碌的景象，室内群众
忙着分拣果子，室外当地邮政快递
人员打包装箱，大伙都露出开心的
笑容。

随行的工作人员李磊介绍说，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为了帮助果农销售，蓝田县农业农
村局邀请蓝田县邮政快递入驻专业
合作社，帮助果农发送快递——解
决销售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蓝田果蔬，自家门前，自然新
鲜。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气候
条件造就了“蓝田大杏”的优良品
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蓝田大
杏”栽培距今已有 2500多年的历
史。蓝田县是农业农村部命名的全
国优质大杏生产基地，蓝田大杏
2008年荣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证书；2013年被评为西安市名牌

产品；2017年，蓝田大杏种植系统
成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020年荣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称号。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蓝田
全县大杏栽植面积约1万亩，年产大
杏1.5万吨，大杏主栽区主要集中在
华胥镇、洩湖镇、安村镇、三官庙镇。
主栽品种有蓝田大银杏、麦梢黄、金
太阳、凯特、红丰、新世纪等，5月底至
6月20日大杏陆续成熟上市。

近年来，蓝田县大力推进大杏
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行“公司+合作
社+农户+电商”模式，以大杏生产
合作社和物流为纽带，积极开展大
杏销售工作，促进了产品与市场的
衔接。平均每公斤售价8-10元，亩
均产值 8000元-1万元，经济效益
显著。

为促进大杏产业持续稳定健康
发展，蓝田县多措并举，促进大杏产
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通过举办

“杏花节”把“春来第一景”——杏花
烂漫的女娲沟打造成为西安地区休
闲农业春季第一景。

蓝田把好服务送到大杏种植户家门口

2021全球创投峰会开幕
西安名列2021中国城市科技金融发展指数排名Top10

未央举办建筑工地安全生产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