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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下沉 两提升”的余杭实践(第四期)

区妇保院新病房大楼正式启用
区三院、
良渚医院新院建设有序推进
优质医疗资源“双下沉、两提升”在
余杭实践的 5 年间，我区根据医疗卫生资
源东部强、中西部相对较弱的分布现状，
在引进优质医疗资源上采用了地域差异
化的发展思路，以群众“少生病、看好病、
好看病”为方向，结合实际，构建了优质
高效的健康服务新体系。目前，区一院
与浙医二院科室无缝隙融合发展的创新
合作方式打造了省内“双下沉样板”，区
三院、良渚医院与市一医院集团，区妇幼
保健院与省妇保院都实现了从帮扶到紧
密型合作发展的质变，每周有超过 150 人
次省市医院科室主任和专家到余杭区下
沉坐诊。
除了与省市医院开展全方位合作之
外，区属医院新院区的建设也在有序进
行。截至目前，区三院、区良渚医院整体
迁建项目按既定计划顺利推进中，区妇
幼保健院于昨日正式启用新病房大楼。
从 300 平方米的杭县妇幼保健所到
6 万平方米的妇幼保健院，从简陋民宅到
17 层的现代化病房大楼，从 12 名妇幼保
健医生（员）到数百名专业妇幼保健医
生。昨日早上 5 点 08 分，随着第一位准
妈妈杨女士顺利转移入住全新的分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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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区妇保院院长肖丹宇揭开了“妇
保院”标志性巨石上的“红盖头”

心，标志着区妇幼保健院新病房大楼正
式启用。7 点 08 分，共 168 位住院患者
在医护人员的护送下，全部转移至新病
房大楼。7 点 18 分，院长肖丹宇揭开“红
盖头”，大楼门口标志性巨石上“妇保院”
三个字熠熠发光。
余杭区妇幼保健院新病房大楼建设
项目于 2015 年 4 月开工建设，2016 年
10 月 18 日结顶，内外部装修及设备安装
已圆满完成。新病房大楼启用后，可有
效改善就医环境，进一步缓解住院难问
题，提升服务品质，更好地为全区妇女、
儿童健康服务。

区妇保新病房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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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区妇保新病房大楼的患者
将得到更优质的诊疗环境与服务

新病房大楼里正在工作的医护人员

“互联网+医疗”人性化服务更贴心
新病房大楼采用云枢病房服务交互
系统、新生儿监护探视系统、数字化手术
室系统、移动查房、移动护理等互联网医
疗，给患者带来更为人性化的医疗体验。
点餐、视频点播、电视直播、健康宣传、床

患者搬入新病房大楼

争分夺秒转运新生儿

新病房大楼总床位数 500 张
区妇幼保健院新病房大楼主楼 17 层、
裙房 5 层、地下室 1 层，总建筑面积 41930 平
方米（含地下室 6986 平方米），总床位数 500
张。病房大楼内设妇科、产科、儿科、外科、
乳腺科等病区，配备 ICU、NICU、手术中心、
分娩中心、LDR、特需病房等。
LDR 产科家庭病房,为“三位一体”的分
娩中心，可实现待产(Labor)、生产(Delivery)、
产后康复(Recovery)三个阶段在同一个房间
内完成。产科 VIP 病房，以关爱准妈妈为原
则，用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随时为孕产
妇和宝宝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让产妇在舒
适的环境中享受为人之母的快乐。NICU 引
进了先进的心电监护系统，以新生儿病区护

满足更多患者需求

理站为中心，将分布在各床位的心电监护
仪，通过独特的网络技术进行联网，实现了
大批新生儿的监测信息集中管理、资源共享
和全程监护，可同时监护新生儿心电参数、
血压、血氧饱和度、脉搏、心率等。还引进了
家属探视系统，家长不用再隔着厚厚的玻璃
远望宝宝，而可以通过摄像头近距离地看着
宝宝，还能通过电话沟通，向护士询问宝宝
情况。ICU（重症监护中心）为重症患者或危
重孕产妇抢救、术后观察提供强大的生命支
持，最大程度地保障患者生命安全，是孕产
妇分娩、患者就医和临床科室发展的坚实后
盾。

家属等候区

产科病区

LDR 产科家庭病房内景

护士站卡通背景

设施设备升级 诊疗服务更舒心
区妇幼保健院投入医疗设备、人性化配
套设施 6 千余万元，新增智能化轨道小车物
流系统、一体化产床等诸多现代化设备，产
科中央监护系统、心电监护系统、进口呼吸
机、麻醉工作站等设备一一更新换代，临床
诊断和治疗手段得到进一步提升。LDR 产科
家庭病房一体化产床按照人体工程设计，就
像一个“变形金刚”，可自主调节以适应孕产

妇待产、分娩时的各种体位。智能化轨道小
车物流系统将所有住院病区、急诊、检验、药
房、供应中心等部门连为一体，药品、检验标
本、血浆血液、化验结果等通过小车直接传
送到目的地。所有楼层饮用水均来自纯水系
统，为患者提供直饮水，所有病房供应洗漱
用热水。

旁呼叫等均可以通过云枢病房服务交互
系统在病床上实现。数字化手术室系统
可以在手术室实时调阅患者的病历资料
和医学影像，还可以实现异地专家远程会
诊协助手术，从而提高手术的效率和安全

新病房大楼启用创造契机

性。所有病区实现护士站一站式办理出
院手续服务，患者在病区护士站就可完成
出院结算服务，提高出院效率，让患者及
家属
“少跑腿”。

促进医院综合实力提升

2018 年，区妇幼保健院以新病房大楼
儿童可得到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启用为契机，不断深化与上级医院合作。
积极建设“余杭区产科诊疗中心”，打
浙江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继续派出大批
造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服务，从婚前
知名专家来院进行全面指导帮扶，给群众
保健、孕前优生检测、孕期保健、孕中分
提供同质化医疗服务；与浙江省肿瘤医院
娩、产后休养等实现全过程无缝对接。全
头颈外科王可敬专家团队开展深度协作，
面推行无痛分娩、陪伴分娩、导乐分娩，有
为广大百姓带来甲状腺疾病等头颈部肿
效减轻产妇分娩痛苦。新增开设围产期
瘤的高端诊疗；与浙医一院感染科合作开
心理咨询门诊、早孕门诊、围产期肝病门
展围产期肝病门诊，每周由浙一肝病专家
诊、麻醉门诊等特色产科门诊，深入开展
门诊坐诊，服务对象包括婚检对象、围产 “产房体验日”等活动。建设以妇科（盆底
期肝病和普通肝病患者；与上海市儿童医
疾病）诊治为特色的余杭区妇科（盆底疾
院达成初步合作协议，届时，余杭及周边
病）诊疗中心，通过三级预防减少疾病发

生，规范疾病诊治，开展生殖整复工作。
柔性人才引进省妇保林俊教授担任
医院妇产科学顾问，定期来院查房、疑难
病例讨论、专家授课，制定妇产科青年人
才培养发展方向及目标，解决妇产科学科
发展遇到的瓶颈及业务突破点，使医院妇
产科向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针对医院
新大楼启用人才储备和专业发展需求，多
渠道引进人才。医院在硬件设施大幅度
改善的同时，医疗品质和服务内涵得以提
升，为余杭及周边老百姓提供更加优质、
便捷的高端医疗保健服务。

区三院、良渚医院新院建设顺利推进中
建成后将提升瓶窑良渚周边百姓就医体验
区三院整体迁建项目是余杭区重大
民生工程、区人大督办工程之一，工程总
投资约 5.4 亿元。新院址位于瓶窑镇南山
村，南临 104 国道，北接精工西路，交通便
利。医院总用地面积约 127 亩，建筑面积
7.76 万平方米，设病床 600 张。建成后，年
门诊服务规模可达 100 万人次，年住院病
人可达 3 万人次。看病停车难的问题也将
在新医院得以解决，新院设地下和地面停
车场，可提供停车位 811 个。新院区主体
结构包括独立的门诊医技楼、住院楼、行
政办公楼、食堂综合楼、高压氧舱、能源中
心，在整体布局上更多地凸显了人性化设
计。
2016 年 6 月 28 日，区三院整体迁建项
目正式开工建设。2017 年 7 月 15 日，项目
提前实现主体结构结顶。目前，新院区已
进入工程装修和医疗专项施工阶段，预计
2019 年底投入使用。
目前，余杭区良渚医院整体迁建项目
按既定计划顺利推进中。截至今年 10 月
底，已完成所有桩基工程以及首层土方开
挖外运约 64%（约 8 万方），完成总体土方
工程的 20%。
今年 1 月底，余杭区良渚医院整体迁
建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新医院以三级甲
等综合性医院标准建造，位于余杭区良渚
街道杜甫村、良港村，疏港公路以西、康平
路以北、立新路以东、良平路以南，毗邻新

余杭区第三人民医院新院区（效果图）

余杭区良渚医院（效果图)

104 国道、疏港大道，位于良渚新城重点开
发建设区块。总建筑面积约 17.4 万平方
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9.3 万平方米，地
下两层，建筑面积约 8.1 万平方米，计划开
设床位 850 张，一期开放床位 400 张，总投

施工中的门诊医技楼

西北角支撑梁混凝土浇捣完成

资约 12.4 亿元。
医院完成迁建后，将辐射良渚及周边
区块，进一步提高区域内救治水平，改善
良渚地区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条件，满足周
边百姓的就医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