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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宣布从5月1日起，

医院的名医号、专家号、普通号等所有号源都将实行实名制挂

号。家长带孩子到浙大儿院看病，需出示孩子的有效身份证

件才能挂号就诊。没有携带有效的身份证件，或就诊孩子与

门诊号上的姓名不一致，将影响孩子的就诊。

浙大儿院全面推行实名制挂号，危重症患儿和新生儿先救治后补充信息

伢儿看病也要凭有效身份证件
本报记者 张冰清 本报通讯员 王雪飞本报记者 张冰清 本报通讯员 王雪飞

目前，实名制挂号在成人医院已经全面

推开。但由于孩子很少携带身份证、户口本

等身份证件出门，所以儿科医院的实名制挂

号进程相对较慢。

2015 年 1 月 1 日，浙大儿院就已经针对

专家号实行实名制挂号，患儿看专家号时需

出示身份证件。这一次，实名制挂号再次升

级，范围覆盖到所有号源。

浙大儿院门办主任汪天林介绍，实名制

挂号的有效证件的范围很广泛，包括：身份

证、户口本、医保本及医保卡、市民卡、出生

证、护照、港澳台证。

首诊患儿或未实名登记的复诊患儿凭患

儿有效身份证件挂号，就诊卡将录入患儿有

效身份证件号、性别、出生日期、家庭地址及

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

如果忘记携带有效证件，家长可以让家

里人用手机把相关证件的照片传过来，再到

医院警务室打印。

实施前期过渡期间，实在无法向院方提

供有效证件的患儿，家长需到医院警务室填

写患儿身份信息登记表，由警务室审核信息

盖章后再到收费窗口挂号。

另外，医院为危重症患儿、出生 28 天之

内新生儿开辟了绿色通道，他们可以先救治，

再及时补充登记身份信息。

为何要实名制？浙大儿院副院长傅君芬

昨日接受采访时告诉钱报记者，医院全面推

行实名制挂号，将进一步打击黄牛倒号的现

象，维持正常的医疗秩序。

傅君芬是国内著名的小儿内分泌科专

家，有很多病人千里迢迢前来就诊，她的号子

每次都是“秒杀”。她曾经亲眼看到过家长多

花几百元买黄牛手中的专家号，觉得非常心

痛和无奈。

实名制挂号后，如果家长买的是黄牛号，

医生一旦发现挂号信息和就诊信息不符，有

权利拒绝给患者看病。

实名制挂号还给患儿和家长带来了就诊

的便利和安全。傅君芬说，儿童病人治疗用

药与小孩子的年龄、体重直接相关，建立准

确、完整的患儿健康档案，既方便查询患儿的

医疗信息，也有利于提高医疗安全。“暂时家

长们会觉得有一点儿不方便，但是长远来看

只会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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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20 日，浙江大学与衢州市

签署工作框架协议，共建高水平医疗联合

体。双方将整合资源，逐步探索医联体的运

作模式，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

据悉，此次合作是在原有的“双下沉，两提

升”的基础上展开的。作为我省率先建立的医

联体试点，将是由浙江大学医学院各附属医院

为龙头，联合衢州市县两级公立医院及相关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集“预防、

治疗、康复、健康管理与促进”等功能于一身的

高水平医联体，在衢州市创建“浙江大学衢州

医联体改革示范区”。

医联体共有五个：浙医一院衢州医联体、

浙医二院衢州医联体、浙医邵院衢州医联体、

浙江大学-衢州妇幼医联体、浙医口院衢州

口腔医联体。

同时将共建浙江大学高水平医联体医

改政策研究会、医联体培训教育基地（或中

心）、医联体公共健康管理中心、浙江大学

医联体大数据云平台、衢州地区浙江大学

优势医疗技术转化平台等五个医联体支撑

平台。

省卫计委相关领导指出，当前，医疗服务

特别是基层医疗资源和水平还不能满足人民

群众对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的渴望和期待，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期”，

迫切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解决人民群众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依托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医院组建高水平医联体，将充分发挥浙江

大学的学科优势，整合省市县乡各级医疗资

源，实现集中在大城市的医疗资源更多下沉到

基层一线，最大程度方便老百姓看病就医。

就拿衢州的居民来说，五大医联体运

作起来之后，常见病、多发病在家门口的医

院就诊质量都能统一起来，实现“分级就

诊、精准医疗”。比如得了什么病用什么

药？住院多久？出院标准是什么？这些过

去在基层医院操作随意的事情，都会按照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标准统一起

来，对于衢州人来说，他们看病的就医成本

会因此降低。

本报记者 张苗

浙江大学与衢州市共建高水平医联体
治疗水平向浙大附院看齐，逐步减少病人往大城市跑

1、APP挂号。下载“浙大儿院”APP，实名

验证后可进行预约挂号。首诊病人也可以使

用，即使没有就诊卡的家长也可以使用。

2、浙大儿院微信服务号挂号。关注“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微信服务号，一

秒关注，无需下载，即可享用以上功能，方便

快捷。

3、浙大儿院支付宝服务窗，打开支付宝，

进入城市服务——医疗——智慧医院——选

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进行挂

号，方便快捷。

4、电话预约。浙江省预约诊疗服务平台

电话预约（拨打114、12580、96365），可预约一

周内号源。

5、网络预约。浙江省预约诊疗服务平台

网络预约：浙江在线网 www.zjol.com.cn、浙

江生活网www.96365.com、浙江移动 www.

zj12580.cn预约一周内号源。

6、诊间预约。复诊病人医生诊间预约，

最长可以预约一个月。

7、现场预约。门诊预约处现场预约一周

内号源，为防止黄牛倒号，现场预约需凭有效

证件实名预约。

8、自助机预约。自助机上预约 3 天内

号源

这样预约浙大儿院门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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