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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报

我院举办首届益心

·

脑科学高峰论坛

暨新院区正式启用仪式

本报讯

（

宣传科 马志春

）5 月 27

日，我院首届益心·脑科学高峰论坛暨

新院区正式启用仪式在医院行政楼五

楼会议室举办。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

Bio-X 研究院院长贺林， 浙江省卫计

委副主任徐润龙， 山东济宁医学院精

神卫生学院院长王克勤， 市政协主席

陈瑞商、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卢彩柳等

领导出席，市直各有关部门、全省各地

市专科医院、市直医疗卫生单位、丽水

各县（市 / 区）医院领导和学科骨干，

医院部分老领导、离退休老同志等 300

余人齐聚一堂， 共同见证新院区正式

启用这一历史时刻。

仪式由市卫计委主任周一红主

持。 吴绍长院长在欢迎辞中深情回顾

二院自 1984 年正式开院以来，在市委

市政府及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下， 在几代二医人的

共同努力下， 医院床位从开院之初的

100 张发展到现在的 1000 张； 医院相

继增挂丽水市心理医院、 丽水市老年

病医院；相继创建三级乙等专科医院、

三级甲等专科医院； 相继增挂丽水市

睡眠医学技术指导中心、 丽水市记忆

障碍诊治技术指导中心等八大中心；

相继实施“3232”医保惠民政策、康复

医学健康扶贫系列慈善活动； 相继被

评为省级优秀志愿服务团队、 国家级

敬老文明号等， 各项工作赢得了各级

领导、 社会各界以及海内外患者和家

属的信任。

吴绍长院长殷切期望在新院区这

块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沃土上， 二医人

继续传承“仁爱 精诚 卓越”的医院精

神，务实创新、博采众长、积极进取，坚

持以“脑科老年科为主、 多科协调发

展”的办院方向 ,实现医院老年医学、

精神医学、康复医学再上新台阶、再现

新跨越， 力争成为省内一流、 国内知

名、 浙西南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

化三级甲等专科医院。

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徐润

龙对我院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

贺， 对历代二医人的辛勤付出和

努力予以肯定，对医院这些年所

开展的工作在全省发挥着引领

和前瞻作用表示赞赏。 同时，徐

主任指出，医院在今后的发展中

要着眼于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

标导向， 要注重学术研究和精神

工作的策略研究。 勉励医院在具体

工作中， 要有四大创新工作模式：一

是创新业务， 不仅着眼于正在患病的

病人，还要注重有可能患病的群体，以

及病后的康复治疗； 二是创新服务，

拉长服务链条，加强与社区、民政、

残联以及综合医院精神卫生科的

联系；三是创新医院管理，运用

符合现代医院的管理模式；四

是创新医院发展， 充分运用互

联网思维、互联网技术，打造丽

水地区区域性的精神专科医院

联盟。

丽水市人民政府卢彩柳副市

长在讲话中充分肯定我院建院三十

多年来，在扎实推进精神卫生、老年病

诊治、 康复医疗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及

所取得的成绩， 充分肯定医院在专病

救治、社会公益服务、突发事件心理

救援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卢副

市长说，新院区正式启用，标志着

丽水二院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

阶段性成果，同时也标志着市区

医疗资源布局的优化调整，迈

出了非常坚实的一步。 尤其设

立院士工作站、附属医院、教学

医院，充分说明，丽水二院不仅硬

件设施得到了全面提升，软实力建

设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 必将为医

院未来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卢副市长要求， 医院在新的起跑线

上，要坚持改革创新，全面落实深化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系列要

求，切实提升医院管理和社会服务的能力

水平；要坚持特色发展，进一步发挥医院

在精神医学、老年医学、康复医学等领域

的资源优势，努力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

专科医院；要坚持人才强院，通过人才培

育、技术支持等途径，借力借智发展；要围

绕“绿色发展、科学赶超、生态惠民”总目

标，坚持服务惠民。 卢副市长希望，丽水二

院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老年康复等专科

建设与学科建设，切实增强公益性质和社

会效益，为丽水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做出更

大的贡献。

上海交通大学贺林院士、 省卫生计生

委徐润龙副主任、 市政协陈瑞商主席、市

人民政府卢彩柳副市长、医院吴绍长院长

上台共同按响启动球。

在启用仪式上，还同步举行了贺林院

士工作站揭牌仪式，上海交大 Bio-X 研究

院附属医院、 山东济宁医学院教学医院、

丽水市红十字会“益心·关爱”项目授牌仪

式。

我院新院区建设工程是市政府重点建

设项目， 占地面积 90 余亩， 建筑面积约

45800m

2

， 开放床位 1000 张， 设 16 个病

区。新院区的正式启用，也是我市精神

卫生工作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一件大事。

在首届益心·脑科学高峰论

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

大学 Bio-x 研究院院长贺林、浙

江省卫计委副主任徐润龙、山东

济宁医学院王克勤教授、 浙江省

立同德医院副院长章健民等国内

知名的脑科学及卫生管理专家就脑

科学发展新进展及综合医改方面开

展专题讲座。

至 12 月底，我院还将相继举办记忆

障碍高峰论坛、睡眠医学高峰论坛、精神

医学高峰论坛、 老年医学高峰论坛、

浙江省精神病医院院长论坛、康复

医学高峰论坛等分论坛。

●

贺林

，

中国科学院院

士

，

遗传生物学家

。

设立贺林院

士工作站旨在提升我院的技术

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

，

促进科技

成果引进和转化

，

培养创新团队

，

更好地服务于临床工作

。

●

上海交通大学

Bio-x

研究院

的研究方向是

《

疾病与健康

》、《

营养与

健康

》、《

生物安全

》、《

DNA

计算与技术

》

等范畴

，

近年来

，

该院先后荣获

“

教育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

创新团队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等荣誉

。

●

山东济宁医学院是山东

省属普通本科高等医科院校

，

该

院在精神医学专业人才的培育

方面

，

是全国同类院校的佼佼

者

。

●

“

益心

·

关爱

”

项目是经

丽水市红十字会执委会研究决定

成立

，

专门用于丽水重性精神病患

者困难救助的专项资金

，

我院为本

项目定点医院

，

承担项目相关任务

。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三级甲等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