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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济当医生手续办理更便捷
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公布医师执业四大类政策详解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高咏梅

生活日报3月31日讯 记
者日前从济南市卫健委了解
到，为持续建设健康济南，迎接
更多医德双馨的医生为济南市
民健康服务，该委将有关政策
梳理分类打包，制定了《济南市
医师执业政策系列详解》并向
社会公布，以期为有志来济医
师提供更加优质便捷高效服
务。

济南市卫健委分四大类进
行了政策解读，分别是医师多
执业机构备案、外省市医师变
更执业地点到济南执业、回国
服务人员医师资格认定以及外
国、港澳台医师来济南短期行
医。

医师多执业机构备案

如何办理医师多执业机构

备案？申请人在山东省卫健委网
站电子化注册系统中提交多执
业机构备案申请，拟执业单位在
电子化注册系统中审批通过后，
携带纸制申请材料到济南市政
务服务中心(站前街9号)马上办
F06窗口提交纸质申请材料。

备案需要的材料包括：医
师执业、变更执业、多机构备案
申请审核表、医师执业证书、拟
聘用证明。相关业务咨询电话：
0531-68967360。

外地医师变更来济执业

如何办理医师变更执业地
点？申请人在山东省卫健委网
站电子化注册系统中提交医师
变更执业地点申请，拟执业单
位在电子化注册系统中审批通
过后，携带纸制申请材料到济
南市政务服务中心马上办窗口
提交纸质申请材料。

申请变更需要的材料包
括：医师执业、变更执业、多机
构备案申请审核表、医师执业
证书、拟聘用证明。相关业务咨
询电话：0531-68967360。

海归人员医师资格认定

海外留学回国服务人员医
师资格认定受理地点在济南市
龙奥大厦C1230室，办理条件为
1998年6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颁布之日前，已
取得医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的人员。

申请海外留学回国服务人
员医师资格认定，需提交下列
材料：《医师资格认定申请审核
表》、2寸照片、申请人身份证、毕
业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
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文件、专
业技术职务评审表、干部人事档
案、海外学历证书、教育部留学

人员服务中心学历学位认证证
明、国外学习经历证明材料。

该业务办理法定时限为15
个工作日，咨询电话：0 5 3 1-
66601715。

境外医师来济短期行医

境外医师来济南(高新区)
短期行医，办理地点在济南市政
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业务咨询电话：0531-68967345。

外国医师办理短期行医应
具备以下条件：已在中国境外
取得合法行医权；必须有在济
医疗机构作为邀请或聘用单
位；依法获得入境签证。

港澳台医师办理短期行医
应具备以下条件：具有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
湾地区的合法行医资格；在济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医疗机构
邀请并作为聘用单位。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于娜 李锦荣

生活日报3月31日讯 3月24
日上午，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
医技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来到
济南战役纪念馆，开展“不忘初
心，铭记历史”主题党日活动。

1948年秋，济南战役拉开
了全国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
幕，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当天的
参观活动中，济南市二院的全体
党员认真聆听讲解，仔细观看纪
念馆陈列的各类历史资料以及
战役所用的枪支等珍贵历史文
物。在济南战役全景实景画馆，
大家仿佛穿越了时空，走进了当
年决定这座城市新生的大战。解
放军战士在硝烟战火中英勇冲
锋，奋勇杀敌，为解放济南甘洒
热血。当呐喊声，欢呼声响彻山

谷时，胜利的号角吹响了，胜利
的红旗插上了济南城头。

先辈英雄气概令人震撼，
党员的心灵再次得到了陶冶和

净化。大家纷纷表示，抚今追
昔，充满了对革命先烈的无限
崇敬之情，深刻体会到了和平
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站在新

时代，迈步新征程，作为党员一
定不忘初心，铭记历史，牢记使
命，勇于担当，为人民健康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

□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于德宝

“孙教授，谢谢您！我长了30
年的癣，经过您的治疗，好啦！”3
月8日，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
究所孙建方教授来济南市皮肤病
防治院会诊，今年56岁的牛先生
兴高采烈地前来当面致谢。

“一蛇皮袋子”药没管用

原来，30年前，牛先生的两侧
大腿根就长了些红点，逐渐变多
并向外扩展。这些年来，牛先生曾
到多家医院皮肤科就诊，多次被
诊断为“股癣”、“湿疹”。用牛先生
自己的话说，搽过的药都能装“一
蛇皮袋子”了，但病情时好时坏、
时轻时重，一直没有彻底治愈。

也有医生怀疑牛先生这是长
了“乳房外Paget病”，即乳房外湿
疹样癌，一种低度恶性的表皮内
腺癌，多见于中老年男性。医生建

议他做组织病理切片检查，牛先
生压力很大，就跟家里人商量
着是不是到北京或南京的大医
院去找专家看看。

一次偶然的机会，牛先生得
知孙教授每月都来济南市皮肤
病防治院会诊，便通过电话提
前预约了孙教授的号，并在2月
15日那天来到济南市皮肤病防
治院就诊。

红癣常被漏诊或误诊

孙教授与跟诊的医生听了牛
先生的病情叙述，查看了他大腿
根部的癣，并为他做了皮损处的

“Wood灯”检查，发现牛先生大腿
根部的癣在Wood灯光下呈现出
红珊瑚色的荧光，十分鲜艳。通过
临床表现与辅助检查，孙教授与
跟诊的医师做出了“红癣”的诊
断，给牛先生开了2种外用的药
膏，告知了他详细的使用方法，并

嘱咐他3月8日来院复诊。
牛先生也没想到，就这2支药

膏“消灭”了困扰他30年的顽疾。
据介绍，红癣是由细菌引起

的皮肤角质层局限性的感染，多
发生于皮肤间摩擦部位，现在一
般认为由一种叫“纤细棒状杆菌”
细菌感染引起的皮肤病。此细菌
存在于正常人的皮肤表面，当潮
湿多汗及皮肤损伤时，细菌侵入
皮肤后便会造成局部的感染。

这种疾病并不少见，最多见
于腋窝、腹股沟部尤其是大腿
根部与阴囊的接触部位，常为
单侧，但病情较长者也可双侧
发病。因为症状较轻微，常被患
者和医生忽视而漏诊或误诊。
在临床上红癣应与股癣、湿疹、
花斑癣、银屑病等相鉴别；治疗
可以口服抗生素+外用抗菌药
膏治疗为主；红癣复发率高，要
避免再接触感染，内衣裤等应
煮沸消毒。

孙建方擅长看疑难病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
院(研究所)孙建方教授长期工
作在临床一线，在皮肤病学专
业方面有宽广的理论基础和良
好的基本功，能够正确诊治皮
肤科的少见病和疑难病,，曾成
功抢救过多种重危皮肤病患
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同
时，孙教授对皮肤组织病理诊
断有较深的造诣，尤其擅长皮
肤肿瘤的诊断。

4月6日，作为济南市皮肤
病防治院特聘专家，孙建方教
授将再次来济会诊，有皮肤方
面问题的市民及患者可拨打济
南市皮肤病防治院电话(0531-
87036224)或登录医院官网预
约，也可以通过医院官方微信
预约：搜索“jnspfy”加关注———
进入主页预约。

□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谢静

3月26日下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与山东联通在齐鲁医院举行5G联合实
验室揭牌暨全省首家医院5G网络开通
仪式。未来，双方将携手打造“互联网+
医疗健康”的响亮品牌，更好服务人民
健康。

齐鲁医院院长李新钢表示，作为
驻鲁的国家卫健委委管医院，长期以
来坚持服务山东、面向全国，医院高度
重视“智慧医院”建设，不断提升格局、优
化机制、推动创新，在医疗卫生信息化方
面走在了全省全国的前列。在此历程中，
山东联通作为医院的信息化战略合作
方，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合作范围
不断拓展，在移动查房、远程会诊、影
像上云、手术直播等领域合作成果不
断呈现。3月19日，省内医疗行业第一
个5G基站在医院顺利开通，标志着山
东省医疗行业正式进入5G时代。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尹珊珊 王燕

3月28日上午，济南市第四人民医
院与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合作签约仪
式在济南市四院举行，两院合作开设心
身疾病门诊、睡眠障碍门诊同日在济南
市四院门诊开诊。济南市卫健委巡视员
姜勇、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徐
勇、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
东、院长耿杰以及院领导班子成员，两
院相关科室负责人参加签约仪式。仪式
由济南市四院党委书记王东同志主持。

仪式上，姜勇、耿杰、徐勇先后致
词。济南市四院副院长戴炳光与省精神
卫生中心副院长徐勇签订合作协议书，
姜勇与徐勇共同为合作医院揭牌。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是全省唯一
的省级三级甲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此
次济南市四院与之合作将密切两院的
技术和人才交流，促进医院精神卫生医
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的提高，提升地
区心身疾病防治能力，为济南市民提供
专业化、个性化的精神卫生诊疗平台。

□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任颖 卜丽娟 季锐

近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科左
秀丽教授牵头主持的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消化内
镜微创手术机器人关键技术及系统”项
目获科技部批准立项。项目研究期三年，
总经费2282万元，其中，中央财政专项经
费1082万元。这是“十三五”国家科技计
划改革以来，齐鲁医院在医工结合领域
首次获得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支持。

我国是消化系统恶性肿瘤高发国
家，每年新增病例超过100万，严重威胁
人民健康，早期诊断和治疗可显著提高
患者生存率，然而内镜下微创治疗因操
作空间有限、技术要求较高，限制了其
大规模应用。为此，齐鲁医院消化团队
按照全链条创新设计、“产学研医检”协
同研发的原则，联合了包含高校、科研
机构、医疗科技高新技术企业在内的10
家优势单位，紧扣临床需求，共同研发
接触安全、感知反馈、操控精准的消化
内镜微创手术机器人系统。

齐鲁医院5G网络开通啦
这是全省医院第一家

济南市四院签约携手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消化内镜微创手术机器人
获科技部立项

30年没治好“顽癣”两支药膏“显灵”
牛先生腿部皮肤长红点不知啥病，终得孙建方确诊为红癣

基因染更红

天使衣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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