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妇幼健康联盟
探索建设城市整合性妇幼健康服务体系

据了解，早在2012年成都市内23家妇幼医
疗服务机构联合发起成立了成都妇幼健康联盟，
以“开放、协作、共享”为发展理念，是国内最早建
立的的大型妇幼专科医疗联合体。近年来，该联
盟以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为牵头单位，在联
盟单位之间实施医疗双向转诊，人才科研教学资
源共享流动，探索借助远程医疗和互联网技术服
务基层妇幼医疗保健，取得了建设医联体的早期
经验。到2014年，成都妇幼健康联盟单位发展到
覆盖大成都市及周边地区的32家医疗机构，包括
一些慈善机构和综合医院均成为联盟成员单位，
在成都医疗界具有较大的知名度。

2016年，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根据新的
医改形势和市卫健委要求，四向发展，点面结合，

建立了成都市妇幼专科医联体，与成都市8家区
县级妇幼保健机构组成了紧密型医联体，并借此
把优质医疗资源辐射到所覆盖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乡镇卫生院，目前全部医联体单位达到139
家，成为联盟单位之间开展紧密合作的重要形式。

“我们最初的宗旨是依托成都妇儿中心医院
的临床与保健业务优势，与联盟单位之间形成一
种互补和双向互动的关系，促进医疗资源共享和
大病流向基层，逐步建立起分层级超大城市妇幼
健康服务体系。”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党委书
记、院长、联盟理事长林永红说，联盟单位之间建
立了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建立了科研教学和培
训的双向合作与资源共享机制，在利用互联网手
段开展远程会诊也做了一些探索。

2019年10月11日，由成都市妇
女儿童中心医院主办的“成都妇幼
健康联盟理事会议暨医联体系列学
术活动”在该院举行，成都市卫健委
党组成员、副主任董勇，妇幼健康服
务处处长宋维、副处长李纪东，以及
来自成都、广元、绵阳、宜宾、眉山、
江油、三台、通江、仁寿、犍为、丹棱
等的 38 家妇幼健康相关服务机构
负责人、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与相关专家共计 1100 余人参加了
会议。

2012 年，由成都市妇女儿童中
心医院牵头，共23家妇幼医疗服务
机构联合发起成立成都妇幼健康联
盟。如今，成都市妇幼健康服务能
力有了显著提升，在新形势下，如何
加强联盟单位合作、合理配置优质
资源为成都市乃至四川省的妇幼健
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是联盟成员
单位和每一个“妇幼人”需要探讨和
思考的问题。此次会议主题是“妇
幼大联盟，共聚话金秋”，联盟各单
位负责人再次欢聚一堂，总结联盟
建设经验，商讨联盟工作，对联盟章
程进行了修订，提出了加强联盟和
医联体工作的新思路和新路径。

会议中，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
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林永红为成都
妇幼健康联盟发起人、前成都市妇
女儿童中心医院院长、华西附二院
教授毛萌颁发了联盟名誉理事长聘
书。成都妇幼健康联盟还同期举行
了一系列学术与管理专业会议，首
次通过 5G 传输进行了远程妇产科
微/无创手术演示，并在会议现场进
行了超声、放射和病理远程诊断与
远程会诊的技术展示等。

在林永红看来，联盟成
立7年以来，虽然已取得一
定成效，但在医疗资源共享
上做的还不够,帮助联盟单
位排忧解难不够理想,合作
模式与远程医疗应用也缺乏
长效机制，需要持续改进。

此次成都妇幼健康联盟
理事会议暨医联体系列学术
活动便是在此背景下的一次
盛会，也是联盟成立以来规
模最大的一次综合性会议。
在理事会议上，联盟名誉理
事长毛萌教授，市妇儿中心
医院副院长文荣康，联盟办
公室主任陈文贤，来自双流、
金堂、新都的联盟单位理事
及民营机构负责人等在现场
做了发言和交流。如何加强
联盟日常工作、如何进一步
加强和巩固双向转诊机制、
如何加强专科业务的对接和
培训教育、科研资源的共享
等，是与会代表讨论和沟通
的核心。

“联盟不是‘圈地’抢资
源，而是如何分享资源，让四
川的妈妈越来越安全，让四川
的孩子越来越健康。”林永红

说，在联盟单位之间推进标准
作业流程，必须将公益性放在
首位，以提升各单位妇幼医疗
服务水平为基本要求，“将来，
我们考虑把成都妇幼专科医
联体作成更紧密，更切合不同
单位具体情况的形式，并且要
得到地方党委与政府及市卫
健委的支持，逐步形成合作
共享共赢的成都妇幼健康事
业新生态。我们应该把成都
妇幼健康联盟做成一个响当
当的品牌。”

据悉，本次会议活动从9
月底持续到11月初，共包含
13个会议，参会人员包括来
自省内各地市州超过50家医
疗机构的各专业医护人员和
管理人员，由包括加州大学
圣地亚哥分校新生儿疾病救
治专家卡洛斯等在内的70余
名国内外专家进行学术交流
和讲学，还有微无创手术演
示、技术比赛、参观先进科教
模具等多种会议形式，涵盖
了妇科、产科、儿科和新生儿
科、儿外科、乳腺科、药事管
理、医务管理等临床和管理
各细分专业等领域。

成都妇幼健康联盟理事会
议暨医联体系列学术活动中，
来自全市内外的医务人员和列
席会议的友好单位代表，在现
场观摩了市妇儿中心医院与
双流区妇幼保健院之间的妇
科微创5G远程手术演示，会
场上的专家与双流区妇幼保
健院的手术专家，通过5G技
术实现实时的远程交流和数
据共享，参会者还参观了基于
互联网和远程医疗技术的超
声、放射和病理诊断展示以及
新型妇幼科教示教模具展览。

据了解，目前市妇儿中
心医院已经在双流、新津、简
阳、崇州、彭州、金堂等6个

区（市）县布置了5G网点，未
来成都20个区（市）县的妇
幼保健机构及高新区和天府
新区承担妇幼保健功能的医
疗机构，也都将实现5G网络
全覆盖，基于远程诊疗技术
的病理、放射、超声专科医联
体模式将进一步完善和推
广。联盟也将借助远程医疗
技术，与基层单位之间进行
专科协作，有效下沉优质医
疗资源，带动整体妇幼健康
服务能力的提升，走出一条
建设大型城市整合型妇幼健
康服务体系的特色之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周家夷

协作共建 努力实现医疗
保健科研培训全方位提升

5G助力 为妇幼健康服务
共建共享提供保障

孕妇死亡率是全世界公认的评判一个城市文
明程度、卫生事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世界卫
生组织确定的孕产妇死亡率合格线是70/10万以
下，我国的要求是30/10万以下，但在2017年，成
都的这一数据就达到了5/10万，已经达到甚至超
过了很多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离不开成都市
妇幼健康服务网络的完善，其中成都市妇女儿童
中心医院在全市的龙头作用功不可没。

2018年以来，四川省政府提出“一干多支”政
策，要求成都市内优质资源向省内多点辐射，带动
全省经济发展。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响应政
府号召，根据国家推动城市医联体和县域医共体

的政策要求，对成都妇幼健康联盟和成都市妇幼
专科医联体的定位进行了区分，分别定位于松散
广泛的联盟和紧密合作的医联体，探索从不同角
度建立大型城市分层级的妇幼健康服务提供体
系，促进优质妇幼健康资源全市共享和流动，推动
分级诊疗实施。

在合作机制上，市妇儿中心医院主要采取了
派出管理团队和医疗骨干到医联体单位去蹲点等
措施。“目前看来，我们的合作效果不错，医联体单
位健康发展。”林永红说，这有利于分级诊疗制度
的落实，妇幼大病不出县的目标正逐步实现，医联
体合作模式值得进一步探讨与总结。

联盟7年 医联体单位达到139家

联盟愿景 探索可持续的城市妇幼健康资源共享机制

强烈谴责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各方表态 ▶ 新｜华｜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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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国务院港澳事
务办公室发言人杨光16日就美国国会众议院
通过《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发表谈
话，对有关做法表示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

杨光表示，美国东部时间10月15日，美
国国会众议院不顾中国政府多次强烈反对，通
过了由部分议员提出的《2019年香港人权与
民主法案》，这种行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公然
为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势力张目打气，充分暴露
出美国国会众议院和一些政客借打香港牌牵

制和遏制中国发展的政治图谋。
杨光说，香港修例风波愈演愈烈，与美方

或明或暗地支持香港反中乱港势力直接相
关。近期，一些暴力分子肆意进行打砸抢活
动，阻碍交通，损毁公共设施，向正在运行的地
铁投掷汽油弹，制造遥控土制炸弹，动辄围殴
表达不同意见的普通市民，袭击警员、抢夺枪
支并以利器割伤警员颈部等，严重危害公共秩
序和公共安全，侵害包括警务人员在内的广大
市民的人身安全、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对于

香港暴徒犯下的这一桩桩罪行，美国国会众议
院和一些政客却视而不见，甚至混淆是非，颠
倒黑白，无异于助纣为虐，难辞其咎。

杨光表示，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切实贯彻落
实，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依法得到
充分保障。我们奉劝美国国会及一些政客尊
重客观事实，立即终止有关法案的后续审议程
序，不要错上加错。没有美国的干预，香港会
更加繁荣稳定。

美国时间15日，美国国会
众议院通过由部分议员提出
的《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案》，要求美国政府每年“认证
香港的自治状态”，以决定是
否维持给予香港的“特殊待
遇”，还威胁要制裁特区政府
官员等等。这个所谓的法案
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公然为
香港暴力分子张目，粗暴干涉
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充
分暴露了美反华势力妄图借
打香港牌牵制和遏制中国发
展的政治图谋。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
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势力无权干涉。香
港回归22年来，“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
到切实贯彻落实，香港居民各
项权利和自由依法得到充分
保障，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保持
繁荣稳定，这是任何不带偏见
的人所公认的客观事实。美
众议院及一些议员公然违背
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完全无视基本事
实，睁眼说瞎话，以人权、民主
为名，行霸权干涉之实，用国
内法干涉中国内政，这是对包
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
人民的严重挑衅，“美式霸凌”
和双重标准的虚伪嘴脸显露
无遗。

大量事实证明，4个多月
来，在美方反华势力或明或暗
的支持下，香港激进暴力分子
以反修例为借口，肆意破坏公
共秩序、毁坏公共设施、暴力
袭击警察和无辜市民，到处大
搞打砸抢烧，手段越来越激
烈，性质越来越恶劣。在香港

围绕修例出现的风波，正在美
西方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下
演变为一场“港版颜色革命”，
香港正被推向危险的深渊。

对于暴徒在香港疯狂、令
人发指的暴行，美国反华势力
和政客非但一句谴责也没有，
反而予以美化和支持。彭斯、
蓬佩奥和佩洛西等政客多次
高调接见“反中乱港”头面人
物，为他们撑腰打气、站台背
书，为香港乱局火上浇油。日
前，美国参议员克鲁兹还跑到
香港大放厥词，将香港警队的
正当执法污蔑为“暴力镇压”，
将暴徒恶行美化为“争取人权
和民主”的抗争。现在，美众
议院又通过所谓的涉港法案，
向香港暴力分子发出了更为
严重的错误信号。这一系列
霸道、卑劣、丑陋的行径，让世
人更加看清美国反华势力无
视香港民众安全福祉，存心搞
乱香港以遏制中国的政治图
谋。

这一法案也是损人不利
己的。美国在香港有8万多居
民，1300 多家企业和大量投
资，如果香港繁荣稳定受到影
响，其结果不仅损害了中方利
益，也损害了美国利益，必将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奉劝美国国会一些人
赶紧收回伸向香港的黑手，立
即终止有关法案的后续审议程
序，不要在干涉中国内政、破坏
中美关系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
远，更不要低估中国捍卫国家
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香
港繁荣稳定的坚强意志和坚定
决心。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强烈谴责 坚决反对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发表声明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全国人
大外事委员会16日就美国国会众议院
通过“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发
表声明，声明如下：

美国国会众议院于当地时间10月
15日通过由少数议员提出的所谓“2019

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公然插手香港
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全国人
大对此予以强烈谴责，表示坚决反对。

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得到全面有效实施，取
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香港基本法以及香港特别行
政区本地法律，香港同胞享有广泛的自
由和民主权利。然而美国国会众议院
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无视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无视香港一
些激进势力和暴力分子严重破坏香港

社会安全稳定、公然挑战“一国两制”原
则、带有恐怖主义特征的暴力犯罪事
实，无视香港社会各界的民意诉求，以

“人权”、“民主”之名，行搞乱香港，牵制
中国发展之事。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是中

国的内政，香港事务绝不允许任何外国
插手。我们强烈敦促美国国会及一些
政客立即停止干涉香港事务，恪守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推动
审议有关涉港法案，多做有利于中美两
国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的事。

中国内政不容干涉
——评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涉港法案

新华社香港10月16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
16日表示，对于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香港人
权与民主法案》以及另外两项有关香港的法案
和议案感到遗憾。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外国
议会不应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特区内部事务。

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自回归以来，香港
特别行政区一直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实行“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充分体现“一国两制”得到全
面、成功的落实。“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市民安居乐业的最佳安排，特区政

府会继续坚定不移地按照香港基本法落实“一
国两制”方针。

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过去数月在香港发
生了连串示威及公众活动，部分活动最后演变
成暴力违法事件，使得地区及民生设施遭受破
坏，市民受到伤害。对此，警方一直保持克制，
严格按照法律执法。警方根据武力使用指引，
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在使用武力前发出警
告，同时只使用适当的武力。警方执法行动的
目的是为了保障市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将违
法人士绳之于法，令社会恢复秩序。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保障人权和自由是
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香港基本法第四条指
出，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
居民和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同时，人权和自
由还受到《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及其他法律的
充分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适
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也将继续有效。特区政
府十分重视、必定全力维护人权和自由。

对于政制发展，特区政府会审时度势，按
照香港基本法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的相关解释和决定推动政制发展。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16日就美国国会众议院全会通过“香港
人权与民主法案”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全会
当地时间15日审议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
法案”。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我们对美国国会众议院执意通过
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表示强烈愤慨和
坚决反对。

他说，当前香港面临的根本不是所谓人权
和民主问题，而是尽快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维
护法治的问题。美国国会众议院罔顾事实、颠
倒黑白，把肆意纵火、打砸商铺、暴力袭警等严
重犯罪称之为人权和民主问题，是赤裸裸的双
重标准，充分暴露了美方一些人在人权、民主
问题上的极端虚伪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牵制
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美国在香港也有重要
利益。如有关法案最终通过成法，不仅将损害

中方利益，损害中美关系，也将严重损害美国
自身利益。对于美方的错误决定，中方必将采
取有力措施坚决反制，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

“我想再次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
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
我们奉劝美方认清形势，悬崖勒马，立即停止
推动审议有关涉港法案，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
务、干涉中国内政。”耿爽说。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没有美国的干预，香港会更加繁荣稳定

外交部发言人：我们奉劝美方认清形势，悬崖勒马

香港特区政府：外国议会不应干涉香港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