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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家基本公卫服务项目公布
中医药健康管理将覆盖 以上目标人群

中国中医药报 6 月 25 日报道 日前袁国家卫生计生委尧财政部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联合发布通知袁部署 2015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遥 其中袁要求提高中医药健

康管理项目老年人体质辨识和儿童中医调养服务覆盖率袁 在辖区内 65 岁及以上常住居

民和 0耀36 个月儿童中达 40%以上遥
通知要求袁2015 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从 35 元提高至 40 元袁同时袁巩固

现有项目袁扩大服务覆盖面袁扩展服务内容袁提高服务水平曰同时突出重点袁适当增加新项

目袁预防和控制重大疾病遥
通知明确提出 2015 年以县渊区尧市冤为单位袁居民健康档案规范化电子建档率达到

75%以上遥 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 40%以上遥 将通过合理分配乡村两

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袁提高居民获得服务的可及性袁将村医能够承担的尽量交由其

承担袁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绩效考核后拨付资金遥
2015 年中央将继续对各地给予补助袁强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

考核后获得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可统筹使用遥

中东欧国家首个政府支持的中医中心揭牌

中国中医药报 6 月 19 日报道 捷克赫拉德茨要克拉洛韦大学医院中医中心正式

揭牌袁这是捷克乃至中东欧国家第一所由政府支持的中医中心遥正在捷克访问的国务院

副总理刘延东和捷克副总理别洛布拉代克尧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等出席揭牌

仪式遥

1

Please contact to Foxit Software for the licensed copy.Web Site:www.FoxitSoftware.comSales and Information:Sales@FoxitSoftware.comTechincal Support:Support@FoxitSoftware.com



江苏中医药信息 2015 年第 7 期

行业舆情

刘延东代表中国政府祝贺中医中心成立袁并表示袁又适逢首届中国要中东欧国家

卫生部长论坛举行袁具有里程碑意义袁将成为中捷卫生合作的新起点袁也将为推进现代

医学和传统医学互学互鉴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遥 希望两国政府为中医药在捷克更好发展

创造条件袁两国专家携手推动中西医优势互补尧融合创新袁提高卫生保健水平遥 希望中

医中心不仅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袁也向更多民众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当代中国

的活力遥
别洛布拉代克表示袁捷克政府支持捷中深化卫生合作遥 中医中心的成立是两国卫生

合作的重要成果袁也是两国文化互补融合的典范袁捷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袁办好中医中

心袁造福人民遥
陈冯富珍表示袁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传统医药的发展袁支持中医药在捷克和中东欧国

家的推广袁并愿为此作出努力遥

王国强提出：把养生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中国中医药报 7 月 1 日报道 6 月 30 日袁在国务院新闻办叶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

状况报告渊2015 年冤曳发布会上袁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指

出袁大力开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袁推广中医传统运动袁加强中医药尧运动健身尧食物营养等

慢性病防治方面的研究遥
王国强提倡袁坚持中西医并重袁把养生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袁我的健康我做

主袁要掌握养生保健的科学方法袁针对不同的人群尧不同的个体采取不同的养生指导袁
以便于提高健康素养袁使得中医药在防治慢性病方面袁包括慢病康复方面发挥更好地

作用遥
王国强呼吁袁大力开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袁推广中医传统运动袁比说太极拳尧五禽戏尧

易筋经等袁开展膳食尧药膳的食疗袁发挥传统中医养生的特色袁理性的尧科学的认识和运用

中医养生遥
报告显示袁十年来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卫生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袁居民人均预

期寿命的逐年增长袁健康状况和营养水平不断改善袁疾病控制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遥 人口

老龄化尧城镇化尧工业化的进程加快袁以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等因素也影响着人们的健康

状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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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莱特在美获准三期临床
有望成首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中药注射剂产品

中国中医药报 6 月 29 日报道 6 月 27 日袁浙江中医药大学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袁
宣布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癌中药注射液康莱特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渊FDA冤认可袁成为首个在美国进入三期临床的中药注射剂产品遥 康莱特三期临床试验

将在美国尧中国尧东欧同时开展袁预计收录 750 名患者袁为期 3~4 年袁投入资金将超过

5000 万美元遥如进展顺利袁康莱特有望成为首个获准进入美国市场的中药注射剂产品遥
中国工程院院士尧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尧浙江康莱特集团董事长李大鹏表示袁希望与中

外大公司进行战略合作袁尽快推进三期试验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于文明表示袁康
莱特注射液进入 FDA 三期临床试验阶段袁进一步扩大了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力袁标志着

中药国际化迈出了关键和有力的一步袁向世界展示中医药学的科学价值袁对引领中药

国际发展方向以及带动中药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遥 由李大鹏领衔的科研团队袁运用

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等技术袁从药食两用的中药薏苡仁中提取分离出抗癌活性成分薏

苡仁甘油酯袁研制而成康莱特注射液遥 该注射剂既能有效抑杀癌细胞袁又能增强机体免

疫功能袁联合放化疗还可增效减毒袁对胰腺癌尧肺癌尧肝癌等中晚期恶性肿瘤有显著治

疗效果遥 在美国二期临床试验中袁康莱特组晚期胰腺癌患者中位生存期比常规抗癌西

药对照组增加了 1.9 个月袁客观缓解率提高了 85.7%袁一年生存率康莱特组为 26.9%袁
化疗对照组为 9.1%遥 李大鹏团队于 1999 年向 FDA 提出中药新药的注册申请袁十多年

来克服了资金匮乏尧病例难选尧沟通困难等难关袁自筹资金数千万美元袁先后完成了临

床前研究尧一期临床试验渊毒性考察冤和二期临床试验遥 在国内袁早在 1995 年袁康莱特注

射液就已获得国家新药证书上市袁已有 200 多万例恶性肿瘤患者使用康莱特注射液进

行治疗遥

国家中医临床基地 7 年发布 44 个方案路径

中国中医药报 7 月 15 日报道 16 家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 7 年间共发布 44 个临

床方案尧临床路径袁为临床实践提供指导袁并作为医保支付依据袁为在医改中发挥中医药

作用提供了支撑遥 中医药科技创新平台与基地建设初见成效袁培养了一批较高素质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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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人才队伍袁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袁中医药科技对临床服务与产业发展的支撑尧
引领尧驱动作用日益显著遥 其中袁通过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的建设发展袁在推进临床科

研一体化尧提高中医临床研究能力等方面袁构建完善了符合中医自身规律的中医临床科

研新模式遥

45 所院校被认定为中医硕士学位授权点

中国中医药报 6 月 29 日报道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配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重新调

整确认中医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院校 45 所尧博士授权点院校 17 所遥为深入推进中医药

院校教育综合改革袁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还加强中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中医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的衔接袁自今年起袁所有新招收的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全部纳入中医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遥 2014 年实际招录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人员 6156 名渊含中

医类别全科医生冤袁2015 年计划新增培训 8000 名袁 已组织开展四期中医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管理人员培训班遥本科教育方面袁确定了卓越医生渊中医冤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

高校 42 所袁改革试点项目 82 项袁重点开展中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教育尧中医学拔尖创

新人才渊野5+3冶一体化尧9 年制冤和面向基层的中医全科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遥 此

前袁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袁中医专业学位已从临床医学专业学位中独立出来袁
独立设置袁 因此对授权点进行调整确认遥 叶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曳
叶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同等学力人员临床医学尧口腔医学和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的试行办

法曳现已印发遥

今年农村定向免费中医本科生将招 1300 人

中国中医药报 7 月 16 日报道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5 月会同教育部等相关部门联合

印发了叶教育部等 6 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意见曳袁培
养专业主要是临床医学尧中医学渊含民族医学冤专业袁明确将实践教学纳入课程体系袁增加

本地区常见病尧多发病尧传染病尧地方病的诊疗防控和中医学渊民族医学冤常用诊疗技术等

教学内容遥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中医尧民族医类专业本科生今年计划招收 1300 人袁中等中

医类专业学生计划招收 10260 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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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整脊学》列入“十三五”创新教材

中国中医药报 7 月 16 日报道 由中华中医药学会整脊分会主任委员韦以宗担纲主

编的叶中医整脊学曳作为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野十三五冶创新教材首批项目袁将于 2016 年

出版遥该书将以韦以宗的叶中医整脊学曳为蓝本袁分为野中医整脊基础学冶野中医整脊诊疗学

总论冶野中医整脊疾病学冶三篇组织编写袁来自长春尧北京尧甘肃和广州等中医药高等院校

专家学者参与改编遥
创立于本世纪初的中医整脊学科袁由韦以宗教授在研究继承中医对脊柱伤病诊疗经

验基础上袁根据中医的原创思维理论袁首先提出野中医整脊学冶的学科名词袁并创立中医脊

柱运动力学理论遥

首批中医类别实践技能考试国家基地公布

中国中医药报 7 月 17 日报道 7 月 15 日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

公布经专家评审合格的中医类别实践技能考试国家基地袁11 家基地分别为南京中医药

大学尧广州中医药大学尧安徽省中医院尧北京藏医院尧吉林医药学院尧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尧焦作市中医院尧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尧上海市中医医院尧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尧青海省中医院遥 评审组由考务专家和考官专家组成袁分 4 组对 10 个省的中医师实

践技能考核过程进行现场复审袁实地考察基地的场地设置和硬件配备情况袁查阅基地考

试工作制度建设尧档案管理资料袁了解考官培训尧选聘情况袁查看考官执考尧考试实施尧考
务组织尧考风考纪尧成绩管理尧阅卷管理尧安全保密等情况袁听取考区和基地的初评整改工

作汇报遥评审过程中袁专家组也发现了一系列问题袁例如中医类别实践技能考试流程设计

不尽合理袁考题需要不断进行细化等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

主任尧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主任杨金生表示袁各基地要有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袁保证考试

的严肃性和公平性袁同时要加强考官培训袁杜绝死角袁加强制度落实和流程规范袁利用现

代科技袁打造一批国家级考试基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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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江苏省针灸学术大会
暨专业委员会换届选举大会在宁隆重举行

7 月 11 日袁由江苏省针灸学会主办的 2015 年江苏省针灸学术大会暨专业委员会换

届选举大会在江苏省会议中心隆重召开遥
按照叶专业委员会管理办法曳袁遵循按章办会尧民主办会尧科学办会的原则袁大会采用

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袁民主选举产生了第五届临床尧耳针尧急症尧器材等 4 个专业委员会的

组织机构袁其中孙建华当选为临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尧王茵萍当选为耳针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尧倪光夏当选为急症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袁聘请曹炀为器材专业委员会荣誉主

任委员尧仲远明为耳针专业委员会荣誉主任委员遥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省首届针灸科主任论坛袁 特邀相关医疗机构针灸科负责人共计

50 余人参会遥 大会围绕针灸科医疗的收费标准尧针灸科的规范化建设尧针灸科的服务模

式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袁与会代表畅所欲言袁共同为针灸学术的未来发展出

谋划策遥
渊江苏省针灸学会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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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中医院战略联盟正式成立

7 月 1 日下午袁由江苏省

中医院牵头组织的江苏省中

医院战略联盟成立大会隆重

召开袁来自苏皖地区地市级中

医院院长尧 省中医院负责人尧
有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参加会

议遥会议审议通过了战略联盟

实施方案袁13 家中医院院负

责人分别签字曰随后袁联盟成

员单位镇江市中医院尧芜湖市中医院院长分别进行医改工作的经验交流袁现场演示省中

医院与镇江市中医院远程会诊遥
江苏省中医院战略联盟的建立袁 将进一步加强苏皖地区地市级中医院的交流合作袁

推进中医药事业改革尧创新与发展遥 通过定期举办交流活动袁建立中医技术推广中心尧专
家库尧中药资源库袁建立医疗协作平台尧人才培养平台尧科研合作平台袁建立双向转诊绿色

通道机制尧远程会诊机制尧院内制剂调配使用机制袁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以及培育中医

药文化袁联盟将积极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袁持续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袁为促进中医

药事业健康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遥
渊江苏省中医院 冯 瑶冤

国医大师干祖望逝世

第二届国医大师袁我国中医耳鼻喉科学创始人袁全国著名中医药学家袁江苏省中医院

终身杰出专家干祖望教授于 2015 年 7 月 2 日在南京逝世袁享年 104 岁遥
干祖望 1912 年 9 月生于上海市金山县袁5 岁入私塾袁17 岁学医袁22 岁挂牌行医遥

1951 年挂出全国第一块野中医耳鼻咽喉科冶招牌袁建立中西医结合耳鼻喉科诊疗规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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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袁在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创办野中医耳鼻咽喉科冶袁并于 2006 年成为第一个国

家中医耳鼻喉科重点专科袁撰写全国第一部叶中医耳鼻咽喉科学曳遥
干祖望创野中介冶学说袁倡野四诊冶为野五诊冶袁调整野八纲冶为野十纲冶袁发现两个新病

种院野喉源性咳嗽冶和野多涕症冶遥 连续举办多期中医耳鼻喉科进修班尧师资班袁为各地

培养百余位专科人才遥 一生共撰写著作约 400 多万字袁除中医专业的论文著作外袁也
不乏杂文尧诗词等遥 他是金陵野十大藏书状元冶之一袁对养生有独到见解袁提出八字养

生妙法遥
干祖望献身杏林 80 余载袁医术精湛袁医德高尚袁是医家楷模曰他治学严谨袁造诣深厚袁

学贯中西袁桃李满天下袁为后学典范遥
渊江苏省中医院冤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马歇尔教授
来江阴市中医院访问

6 月 21 日下午袁诺贝尔医学奖

获得者尧美国国家科学院及中国工

程院外籍院士巴里窑马歇尔教授一

行 5 人来到江阴市中医院访问遥 巴

里窑马歇尔教授来自澳大利亚袁因
发现幽门螺杆菌及其与溃疡尧胃癌

的关系而荣获 2005 年诺贝尔医学

奖遥 据了解袁中国人群幽门螺杆菌

的感染率超过 50%袁 有 15%-20%
的感染者会发展成消化性溃疡袁而

感染者发生胃癌和胃黏膜相关样组织淋巴瘤的风险较未感染人群增高 2-6 倍遥 江阴

市中医院消化内科是无锡市重点专科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袁科室规模不断壮大袁在幽门

螺杆菌的治疗方面有自己的特色和经验遥在马歇尔教授来访期间袁双方加强合作袁签订

框架协议袁拟创立野马歇尔消化专科诊疗中心冶袁今后将整合双方优质医疗资源袁联合

开展临床治疗和科学研究遥
渊江阴市中医院 周风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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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中医院举办第五届中华医药五千年
六大名家传人峰会暨陈可冀院士论坛

近日,由淮安市中医院举办的第五届中华医药五千年六大名家传人峰会暨陈可冀院

士论坛在淮安市隆重举行袁来自六大名家故里的中医工作者 100 余人参加了论坛遥 本次

论坛紧紧围绕野继承尧创新尧发展冶的主题袁以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为中心袁开展了

深入探讨和互动遥 国医大师尧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教授和与会专家分别就传统医学与

现代医学如何共同发展尧现代活血化瘀学派的形成及特点尧中医流派研究问题与方法以

及中医药治疗高血压为切入点做了专题报告遥会上袁扁鹊尧华佗尧张仲景尧孙思邈尧李时珍尧
吴鞠通等古代医学名家故里的代表也再次

齐聚淮安袁共同研讨交流六大名家故里中医

药事业的继承尧创新与发展遥 与会代表表示袁
本次论坛对于促进中医药学术流派的传承尧
推进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

义遥
渊淮安市中医院 张娣娣 申琳琳冤

“百家医院管理公益讲坛”走进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7 月 14 日袁野百家医院管理公益讲坛冶走进江苏省第二中医院遥 医院邀请北京大学刘

洪兵教授作了题为野大医精诚袁落地执行暨医务工作者卓越执行力修炼冶的专题讲座遥 院

长孙志广在致辞中表示袁学习是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的需要袁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遥医院

要发展进步必须一刻不停的学习袁全面提高自身素质遥 医院全体管理干部及中级职称以

上人员听取讲座遥医院还特别邀请建邺区卫生局和所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参加

活动遥本次公益讲坛的举办袁体现了该院新的领导班子对医院软件建设的高度重视袁对提

高医院员工管理学习十分有益遥
渊江苏省第二中医医院 朱晓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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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办院江苏省中医药局 承 办院江苏省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院吕慰秋

8000市民入伏头两天到徐州市中医院忙“贴穴”

7 月 13 日是野三伏冶的第一天袁富有中医传统治疗特色的野冬病夏治三伏贴冶活动在

徐州市中医院全面启动遥一大早袁医院门诊楼内人头攒动袁前来接受穴贴治疗的患者络绎

不绝遥 据了解袁仅入伏头两天,徐州市中医院共接待穴贴患者逾 8000 人袁创历史新高遥
渊徐州市中医院 李晨冤

张家港市中医医院康复科
首届偏瘫患者“中途之家”技能培训班圆满收官

7 月 13 日下午袁张家港市残联多功能活动厅内充满欢声笑语袁由张家港市中医医院康

复科联合市残联举办的首届偏瘫患者野中途之家冶家庭生活技能展示在这里举行遥 市残联

部分领导及市中医医院部分职能科代表尧家属尧康复科医护人员近 50 人观摩了此次展示遥
穿衣尧做饭尧做操袁对于健康人来说是最普通的事袁然而对于中风偏瘫患者来说袁就连

基本的生活自理都变得非常困难遥 康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袁不但指肢体功能恢复袁更重要

是让他们建立自信袁重返家庭和社会遥 中风偏瘫患者除了在康复科住院期间的康复训练袁
回家后还需要进行功能保持性的康复训练和自理能力康复训练袁 但是很多患者因为没有

专业人员指导袁训练欠规范袁不但没有效果袁反而适得其反遥 基于此袁张家港市中医医院康

复科举办了此次野中途之家冶技能培训班袁学员是从 2012-2014 年曾在康复科接受过康复

训练的患者中遴选出来的十位患者遥培训班为期 5 天袁课程安排了主要包括康复医疗体操

训练尧日常生活能力训练尧劳动技能训练及身体协调训练等袁通过集中培训强化指导袁让他

们建立自信袁提高生活自理能力遥 这些平时在家里生活都需照顾的学员们袁看到自己依靠

偏瘫肢体独自烹饪的菜肴和制作的图画袁非常高兴袁而家属们更是喜极而泣遥 学员们的表

现让更多患者和家属坚定了康复治疗的信念和动力袁 同时也体现了康复科及残联对患者

从临床早期康复到康复科的机构康复袁再到社区及家庭康复指导一条龙的服务理念遥
据悉袁医院康复科偏瘫患者野中途之家冶生活技能培训班将长期开展下去袁并将作为

志愿服务品牌项目进行培育袁让更多的人投入到为偏瘫患者康复提供支持和帮助的队伍

中来遥
渊张家港市中医院 承雪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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