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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圆梅针可通
过叩击患者经络穴
位，起到疏通经络、
活血化瘀等作用，深
受患者欢迎。磁圆
梅针由山西省针灸
研究所参照古员针
及磁疗治病原理，用
稀土钴制成。

图为该院医生
用磁圆梅针叩击患
者治疗。

本 报 记 者 陈
计智摄

本报讯 （记者陈计智）11 月 25 日，
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的第五届岐黄论
坛在京举行。论坛以“传承创新发展，助
力健康中国”为主题，邀请数位国医大师
和院士及来自中医药领域的 2500余位专
家参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于文明、
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王国强出席开幕式
并讲话。世界中联主席马建中、中国科协
学术部副部长苏小军等出席。

于文明指出，中医药发展迎来了天
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中医药人应抓
住这个大好时机，统筹推进中医药事业传
承创新发展，努力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
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提升中医药对保障人民健康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贡献率、显示度。

于文明强调，一要把握时代任务，
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学深悟透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中医药的重要论述

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深入发掘中医
药宝库中的精华，推进中医药产学研一
体化，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让中
医药的振兴发展进一步成为增强中华
民族文化自信的“底气”，成为保障人民
健康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实力”。
二要坚持传承创新，发挥中医药的应有
价值作用。以文献传承和活态传承为
重点，加快推进中医文献整理研究，传
承老专家学术思想，建立多学科、跨领
域共同参与的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力
争在重大疾病防治、重大新药创制、重
大技术攻关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三
要聚焦人民健康，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和
服务质量。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重大
疾病治疗、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在
深化医改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加强
中医药专科专病体系建设，推进重大疾
病防治中西医协作协同政策机制建立，

重视中药质量安全使用，推动中医药服
务从粗放型发展向高质量效益提升模
式转变，让人民群众获得到优质高效便
捷的中医药服务。

王国强指出，要牢牢把握传承这一根
本、充分激活创新这一动力、牢记引领这
一使命，提升学会的服务能力。发挥中华
中医药学会的优势和作用，在做好中医药
传承与创新工作中，突出特色、遵循规律，
面向群众、适应需求，要整合资源、促进融
合。要激发发展动能，提高发展的质量，
开辟发展的空间，扩大国际影响力，助力
健康中国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论坛开幕式上为 2018年度中华中医
药学会科技成果奖、优秀人才奖颁奖，并
为中华中医药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
目、2017 年优秀中医药健康文化作品颁
发证书。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作了题为《新
时代的呼唤：医德建设与临床研究》的书
面交流，国医大师熊继柏、中国工程院院
士俞梦孙、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
王一方等专家分别作了题为《人民健康与
中医现代化》《把握方向抓重点，立足实践
做传承》《中医，站在新的历史地平线上》
的专题报告。

第五届岐黄论坛在京举行

把握时代任务 聚焦人民健康 据人民日报报道 11月 26日，中央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改
革开放杰出贡献拟表彰对象公示名单（共 100
名），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屠呦
呦入选。

屠呦呦致力于中医研究实践，带领团队攻
坚克难，研究发现了青蒿素，为人类带来了一种
全新结构的抗疟新药，解决了长期困扰的抗疟
治疗失效难题，标志着人类抗疟步入新纪元。
以双氢青蒿素、青蒿琥酯等衍生物为基础的联
合用药疗法（ACT）是国际抗疟第一用药，挽救
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产
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为中医药科技创新
和人类健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荣获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屠呦呦入选改革开放
杰出贡献拟表彰对象

本报讯 （通讯员周 茜）近日，贵州
省中医药管理局由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
长王世杰正式授牌，省中医药管理局党
组书记、局长于浩接牌。省卫生健康委
党组书记、主任李奇勇主持授牌仪式。

王世杰表示，贵州省中医药管理局
正式授牌，标志着贵州省中医药事业又
迎来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
刻，充分体现了贵州省委、省政府对中医
药事业的高度重视。贵州省将以机构改
革为契机，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着力构
建中医药事业发展新格局，开启中医药
事业新征程。

贵州省中医药管理局
正式授牌

本报讯 （记者王 迪）日前，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
发《关于加快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 强调要加强药学部门建设，落实

《二、三级综合医院药学部门基本标准
（试行）》和《医院中药房基本标准》，坚
持公立医院药房的公益性，不得承包、
出租药房，不得向营利性企业托管药
房。

《意见》指出，要加快药学服务模式
转变，加强药师队伍建设，探索构建适

应人民群众需求的药学服务体系。有
条件的可以探索建立区域性处方审核
中心。鼓励各地在深化医疗服务价格
改革中合理设置药学人员服务收费项
目，采取多种方式补偿药学服务必需成
本。

在推进分级诊疗建设方面，《意见》
明确，要统筹分级诊疗整体推进，加强
药品供应目录衔接。促进药学服务向
基层下沉，鼓励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商医保部门制定出台慢性病长期处方

管理政策，对评估后符合要求的慢性病
患者，一次可开具 12周以内相关药品，
但首次长期处方必须在实体医疗机构
开具。

《意见》提出，要积极推进“互联网+
药学服务”健康发展。落实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文件要
求，按照相关规定，加强电子处方规范
管理，实行线上线下统一监管。探索提
供互联网和远程药学服务，并推进医院

“智慧药房”建设。

《关于加快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印发

药房不得由营利性企业托管

本报讯 近日，首届岭南中药材保
护研讨会暨中药材保护品种展览在粤举
行。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省中医
药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庆锋出席开幕式。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岭南中药
材保护、岭南中医药文化保护、中医药人
才培养、广东省岭南中药材保护条例释
义等主题进行探讨。广州中医药大学党
委副书记翟理祥从中医药人才培养的角
度阐述人才对于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性。
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潘华峰从岭南中
药材资源、文化特色、文化传播等方面论
述岭南中医药文化保护方式。

同期，岭南中药材保护品种展览在
广东省江门新会陈皮村举行，展出了化
橘红、广陈皮、阳春砂仁等 8种首批被列
入《广东省岭南中药材保护条例》的中药
材。本次活动由广东省中医药局、广州
中医药大学指导，广东中医药博物馆主
办。 （粤杏林）

首届岭南中药材
保护研讨会举行 本 报 讯 （记 者 李

芮）近日，青海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发布通告称，
经青海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检验，标示为亳州市远光
中药饮片厂等 5 家企业生
产的 5 批次中药饮片不符
合规定，并对生产、销售假

劣药品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通告指出，标示为亳州市远光中药饮片厂

生产的1批次地龙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
为杂质、总灰分；标示为甘肃通渭通广药材有限
责任公司生产的1批次南五味子不符合规定，不
符合规定项目为含量测定；标示为亳州市华云
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徽兴堂中药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的2批次砂仁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
项目为性状；标示为安徽大西北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生产的1批次麦冬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
项目为性状、鉴别。

通告强调，对上述不合格药品，相关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已采取查封、扣押等控制措施，要求
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

青海省药监局发布通告
5批次中药饮片不合格

本报讯 日前，“世界针灸日走进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特别活动”暨 2018国际针灸学术研讨
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并发布《2018巴黎宣言——
携手共创人类健康共同体》，号召世界针灸界同
仁努力传播、发展、使用中医针灸。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刘保延表示，将
全力推动中医针灸在学术、科研、教育和标准
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促进中医针灸与现代科
技、移动互联网、文化传播和服务贸易等领域
联动发展，努力开创中医针灸国际发展新局
面。

活动包含世界中医针灸健康艺术节、中医针
灸非遗文化展及国际针灸学术研讨会，并就中医
针灸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八周年开展学术交流。来自中医药高校、科研机
构的代表与欧洲专家学者围绕中医针灸在临床
中的应用等主题进行交流。 （杨宇洋）

2018国际针灸学术
研讨会召开
发布《巴黎宣言》

疗效是老百姓检验医生水平的唯一标准。一位
确有疗效的名中医，可以支撑起一家中医诊所，支撑
起一方民众对中医药的信心。中医医疗机构的口
碑，就在于中医医生的口碑。

那么，从哪里既能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又不会
增加基层诊所的财务压力？这似乎是个悖论。而现
在，有了一个完美答案，基层诊所拥有名中医队伍的
机会来了！

《中国中医药报》社和名方中医医生集团联合创
建的“名医远程会诊中心”，正在全国招募合作伙伴，
首期发展限 1000家！

“名医远程会诊中心”以名中医为核心，以互联
网为手段，以高疗效为宗旨，名医资源直通基层，助
力分级诊疗。

“名医远程会诊中心”的核心医生团队，从全国

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指导教师和全国中医
优秀人才研修班成员，以及卧虎藏龙的民间中医高
手中产生，以临床疗效为唯一标准。

目前，“名医远程会诊中心”项目研发的 APP 和
电脑版会诊软件已正式上线，并已与部分中医机构
开始进行名医远程会诊方面的合作。

想拥有优秀名中医来会诊，需具备以下条件：
1.拥有医疗许可证，可开设中医专业科室，中医

医疗机构者优先。
2. 机构的中医生能弘扬大医精诚，有学习深造

的意愿。
3. 机构以疗效为先，认真对待和用心服务每一

位患者。
“名医远程会诊中心”能为你提供：
1. 优秀名医：通过名医远程会诊，共享名医资

源，为患者提供疗效确切的名中医诊疗服务！
2. 吸引患者：通过名医远程会诊，打造名医效

应，创新营销方案引流患者，让患者主动上门！
3. 提高医术：通过名医远程会诊，全国知名的中

医将经验倾囊相授，让跟诊医生在医术上得到全面
学习，临床水平得以大幅提升！

4. 增加收入：通过名医远程会诊，助力机构提高
疗效，高疗效转化高口碑，高口碑创造高收入！

现在加入“名医远程会诊中心”首期合作的 1000
家医疗机构，将免费获得：

1. 名医远程会诊软件。
2. 提供《中国中医药报》社宣传、易拉宝、宣传手

册等品牌推广服务。
3. 指导布置“名医远程会诊中心”科室宣传场

景。

还等什么？我们期待您的合作，期待优秀的医
疗机构和医生加入我们，和我们共赴振兴中医的伟
大征途！

扫描二维码，我们会派专业商务助理与您联系。

名医远程会诊中心全国招募合作机构

2018年度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学术著作奖等获奖
项目、获奖者名单 …2、3版

链 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