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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
一
等
奖
！
改
善
医
疗
服
务
，我
们
是
认
真
的
！

由于 5G 网络具有高
速率、低时延、大容量等特
点，有助于信息实时传输，视
频 " 卡断 " 等问题迎刃而
解，能为远程医疗提供强有
力的技术支持，医生可以更
快调取图像信息、开展远程
会诊以及远程手术，给生命
赢得更多 " 加速度 "。未
来我们还将充分运用 5G 网络、物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
手段，在优化服务流程、加速医联体
建设、构建应急救治网络、探索居家

养老的医疗服务等方面不懈努力，
以更智慧、更优质、更便捷的服务满
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健康
需求。

就诊高峰时间，院区内经常出现交通堵
塞的情况。为了有效缓解这一情况，2019 年
末，医院再次进行交通流程改造，将内科楼前
的西二门改造成为双向收费出口，有效缓解
车辆拥堵问题。

网上江滨医院APP
就医流程一手掌握

“难得到医院看个病，就像个没
头苍蝇一样，挂号、缴费、检查、取
药，问东问西不知跑了多少冤枉
路。”这句抱怨是我院患者满意度调
查表上的“常驻将军”，也是就医痛
点的总结陈词。

要精准迎战痛点，自要手握利

器。依托‘互联网+’打造全流程智
慧就医新模式，我院在全市首家推
出网上医院APP，网上挂号、诊间结
算、药物配送到家、网络远程会诊
……这些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的便
捷化就医场景，如今在我院已经成
为常态。

2019年 12月，医院在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接诊点，是全市首
家医联体内设立的基层“互联网+医疗”接诊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不
仅将三甲医院的医疗服务向“院前”及“院后”延伸，也是拓展医联体建设形
式和内涵的创新实践。

目前，“网上江滨医院”
APP 平台注册用户即将破
万，患者累积咨询数量 500
余次，平均节省门诊挂号、
缴费等排队等候时间约 50
分钟。

母婴大楼投入使用
住院也可以很舒心

儿科和产科的发展，直接关乎民生福祉。过去，两个科室床位紧张，环
境设施相对比较陈旧，患者就医体验无法得到改善。从改善医疗服务的角
度出发，母婴大楼的建设对于服务民生的意义重大。

2019 年 10 月 12
日，母婴大楼正式启
用。这不仅是江大附
院发展历程中的一个
重要节点，更是医院
改善医疗服务的一项
重大举措。

在大楼建设过程
中，学校给予了大力
支持，医院充分听取
多方意见，在调查研
究基础上进一步理清
工作思路，完善工作
措施：比如项目要按
照绿色二星的标准进
行建设，以保证大楼
绿色、环保；在建设细
节上，新大楼要融入
童趣元素，以减少患
儿、产妇等特殊人群
就诊时的紧张感，增
加依从性；产科病房
内要设沙发、冰箱、微
波炉、家属陪床等设
施，以满足陪护需求，
为 产 妇 提 供 更 加 安
静、舒适的住院环境；
卫生间设置的紧急呼
叫按钮要与护士站相
连，如遇突发情况护
士可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处理……

母婴大楼正式启用以来，患者及其家属“看
得到”“感受得着”的就医环境改善，也成为医院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与医院工作相融
合、两促进，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的一大亮点。

智能药房亮相门诊
取药速度就是“快”

近年来，在就诊高峰时间段内，
西药房门口的长队问题一直没有得
到解决。医院瞄准这一问题，进行
广泛调研并引进自动发药系统，对

西药房进行整体改造。改造后的西
药房可谓脱胎换骨。两台智能发药
系统、五个发药窗口，快而精准的取
药流程，带给患者全新的就医体验。

在完成处方缴费后，患者只需来到药
房门口的取药签到机前，通过扫描处方
单/自助缴费凭条二维码/就诊卡/身份
证，就可迅速获取一张取药凭条。患者只
要来到凭条上注明的取药窗口，就能迅速
领取自己的药品了。

“嘀”一声，处方扫码。发药机里药品
悉数落下，药品从通道迅速传送至药师手
中，药师审方后将药品递交患者。以上步
骤需要花费多少时间？最快是十秒！

智能药房上线以来，取药
速度大提速，让患者切切实实
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便利。

首家引入5G技术
让医疗救治更高效

2019 年 5 月 17 日
上午，医院与中国联通
镇江分公司签订 5G
医疗战略合作协议。
当天上午，我院与江苏
大学校医院（社区卫生
服 务 中 心）开 展 了
5G 远程医疗，多名医
生借助 5G 技术，为
一名患者进行了网上
会诊。

以我院为主导的
江滨医疗医联体经历
了 10年的探索实践，
建立了基层诊疗、急
慢分治、双向转诊、高
效有序的诊疗模式，
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要引导医疗
卫生工作重心下移、
医疗卫生资源下沉，
把大医院技术传到基
层、把大医院医生引
到基层”的理念，医疗
便民、利民、惠民，是
一项工程，更是一个
方向。

开设儿科夜间专家门诊
患儿夜间就诊不再犯愁
“白天孩子上学我们上班，只有等到晚上去医

院，但晚上又挂不到专家好了。”“孩子总有个头疼脑
热的时候，晚上看病难免要排长队，碰上个流感高峰
更是头疼。”

为了疏导儿童晚间门诊就诊难的矛盾，缓解晚
间急诊的压力，满足患儿就诊差异化的需求，2019年
6月1日起，医院正式开设夜间儿童专家门诊，坐诊时
间为晚上 18:30-21:30。除了急诊儿科外，小病患们
在夜间也能看上专家门诊了。

夜间儿童专家门诊的坐诊专家均为儿科副主任
医师以上职称的医生，临床经验丰富，家长们还可以
在网上江滨医院APP、支付宝生活号、官微查看专家
排班情况。

医联体走向纵深
远医也能解近疾

2019 年，医院在医联体内 14 家基层医疗机构开
设全-专联合门诊，心内科、肾内科、神经内科、中医
科、老年科、妇产科、骨科、超声科、眼科、呼吸内科、内
分泌代谢科等多个优势专科的专家定期走近基层，让
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资源。

借助互联网+技术，医院的远程医疗中心已经实
现了医联体内所有医疗机构的网络覆盖，远程会诊、
远程影像、远程超声、远程病理、远程查房、远程培训
……互联网+极大程度扩大了优质医疗资源的服务范
围。2019年，医院开展的各项远程医疗服务已达年均
3000次，数万名患者从中受益。

2019年，医院与高邮市
中医院建立了心血管病诊
疗中心高邮市分中心；与镇
江地区监狱、戒毒系统建立
医联体合作关系；与丹徒区
人民医院签订长期合作协
议；领衔成立镇江市胸痛救
治联盟；牵头成立了镇江市
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联盟。

自 2019年 6月起，张歆、朱孝中、毛学群、赵
小辉、魏青五位医护骨干在陕西蒲城县安了家，
短短数月，便在当地打造了一支响当当的医疗援
助队伍。11月 29日，他们携手蒲城县医院在陕
西省第二届全省医疗卫生帮扶体系建设擂台赛
中亮出了他们的“期末成绩单”，并以扎实的帮扶
手段、出色的帮扶成绩在比赛中斩获一等奖。

援陕援疆援藏成绩显著
惠及更远的地方和人群

2019 年，是医院开展援藏工作的第 7 年。
2012年至今，我们已有20名医护骨干，在西藏达
孜完成了出色的医疗援助任务。7年，2500多个
日夜，达孜已然与江大附院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我院医疗管理骨干王晓涛、周烨、张勇、陈述
作为镇江市第 13批援藏队员，圆满完成了 2019
年的援藏工作。同时，我们还同达孜区人民医院
开通了远程会诊，由医院专家线上为当地藏民疑
难病例进行会诊，更多的新技术新项目在达孜落
地生根。 2019年，医院口腔科医生周飞军，作为镇江

市第六批援疆医疗队的一员，完成了为期一年半
的医疗援助工作。带着前沿的理念和技术，不少
当地患者慕名找到他。同时，他还在当地医院招
收了“徒弟”，变输血为造血。

投放自助胶片打印机
拿片不用再苦苦等待

“比原来拿片方便多了！以前要在报告
发放台前苦苦等待。现在有了自助打印机，
想什么时候打片子都可以。”2019年，江大附
院自助胶片打印机全面投入使用，为患者提
供24小时自助影像胶片打印服务，患者在放
射科完成X线、CT、磁共振(MRI)等检查后可
随时自助取片。

自助胶片打印机投入使用以来，放射科、CT室门口人
头攒动等待取胶片的现象不再出现，分发胶片的工作量分
散到了每台自助打印机。自助胶片打印机 24小时开机，
患者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随时取走检查的报告及胶片，
极大的优化了就医流程，改善了患者的就医体验。

扫描二维码后，机器会即时发出
语音和文字提示，大约一分钟左右，
诊断报告和胶片就从机器中“吐”了
出来。

优化院区环境
患者出行更便利

2019年，风雨连廊完工投入使用。这条总建筑
面积 1242平方米的架空室内连廊，分为西连廊、东
连廊、门厅，将内科楼、外科楼、母婴楼、医技楼、肿
瘤中心在三楼部分相连接，方便患者转运就医，实
现医院内部空间的有机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