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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综合服务能力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
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

近日，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简称“市十三院”）蔡家院区建设工程项目签约仪式在蔡家智慧新城管委会举行，该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赖晓东
代表医院签署协议。他表示，市十三院将结合蔡家智慧新城定位，加快建成以综合医疗服务体系为平台、老年医学和心脑血管疾病为特色，集医
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护养为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按照“立足主城、面向全市、服务西南、影响西部”的功能定位，全力创建“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完善我市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提升老年健康服务保障能力。

近年来，市十三院为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健康服务体系，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健康服务公平可及，多点发力，推出了健康小屋、延伸护理、
安宁疗护等颇具特色的医疗服务体系，满足了多层次、多样化的群众健康服务需求，特别是对提高慢病及老年患者群体的健康服务水平起到了积
极推动作用。

坚持创建目标导向
推动医院发展新征程

据赖晓东介绍，市十三院蔡家院区建
设工程项目是重庆“十四五”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规划重点项目，而蔡家院区建设工
程项目的落地，标志着市十三院作为市卫
生健康委直属的公立综合性医院，在创建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和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征程上又迈出了更加坚实的步伐，新院
区“医、康、养”综合发展模式同蔡家智慧
新城“人文、康养”发展定位有效衔接，为
蔡家、北碚地区乃至全市人民提供全方位
全周期医疗保健服务。“此次合作协议签

署，是医院发展征程中的又一里程碑。”赖
晓东表示。

医院自建院 68 年来，曾为国家铁路
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随着国家综
合体制改革，在划归地方后，医院在心脑
血管疾病治疗、“医、康、养”一体化服务等
方面深耕细作、笃行致远。据了解，蔡家
院区建设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约9.91公顷，
建设面积25万平方米，设置床位1350张
（其中医疗床位 1100 张、康复床位 150
张、护养床位100张），总投资约19.875亿
元，项目预计在“十四五”末全面投入运
行。

“十四五”开篇以来，医院坚持“人才
兴院”发展方向，实施“5115人才战略”工
程，签约战略规划专家、学科建设专家、项

目发展专家等高端人才10余人。现有中
高级职称119人，占卫生技术人员比例达
22%；硕士及以上学历42人，占医师总数
比例21.6%。近3年来，新增新技术、新方
法 71 项，年均增幅保持在 10%以上。目
前医院正围绕“区域医疗中心、美丽医院、
智慧医院”等发展目标，把握“输入输出”
医院合作大势，整体推进区域医学中心建
设。

坚持公益属性导向
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医院14名

医护人员响应组织号召，在院长赖晓东的
带领下，白衣执甲，逆行武汉抗疫。历经
57天一线奋战，实现了病区连续44天零
死亡，累计救治新冠肺炎重型患者126人，
治愈出院95人，抢救成功率达86%，治愈
率达94%，收到患者感谢信115封，为“武
汉保卫战”作出了积极贡献。疫情进入常
态化防控后，全院职工守土尽责，护佑黄
桷坪、两路口等地一方平安，累计接诊发
热患者0.26万人次、接种新冠疫苗24.6万
针次，完美地诠释了新时代医护人员大医
精诚内涵，伟大抗疫精神已成为推动医院
攻坚克难、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医院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个人”表彰1人次；获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十
部委联合表彰2人次，获重庆市委、市政府
表彰3人次，荣获省级“五一”劳动奖章2
人次；多次被评为市（省）级“文明单位”，
获得国家级“敬老文明号”“爱婴医院”及
重庆市“敬老文明号”“青年文明号”“巾帼
文明岗”等称号，被评为市卫生健康委“目
标管理先进集体”“三好一满意活动先进
单位”“医院管理年活动先进单位”“行风
建设优良单位”等称号，是重庆市“三级智
慧医院”、“四级互联互通单位”“美丽医
院”建设单位。

坚持群众需求导向
提升医疗服务综合能力

锚定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和“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奋斗目标，医院在强化学
科建设内涵方面做深、做细、做实。作为
首个医疗机构在西南地区率先启动“血糖

全程管”项目，深入探索糖尿病全程数字
化管理，为探索健康数字化管理模式奠定
基础；针对老年群体，组建老年心脑血管
疾病评估、营养、康复、心理、治疗、缓和
医疗等 7 个专家团队，实施MDT 整合管
理，推动心脑疾病急性期救治、急性后期
康复、中长期照护、临终关怀、慢性疾病
防控等；开展首个“健康小屋”，探索建立

“互联网+社区+医疗机构”的居家健康管
理干预试点体系，为百姓提供更加优质、
便捷、智慧的健康管理服务等。积极响应
国家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国家中医药
事业发展战略规划，打造了一支底蕴深
厚、技术精湛的中医药人才队伍，目前，
医院中医药和传统医学康复人才队伍已
近20余人，“内服外治”中医药特色显著，
可开展 11 大类 62 小项外治中医技术，

“中西医并重”“中医药协同”逐步上升至
医院发展战略。这些措施将在蔡家项目
建成后厚积薄发，为增进百姓健康提供更
加有力的支撑。

市十三院党委书记廖肇州在新院区
建设项目签约仪式后表示，蔡家院区建设
工程项目签约标志着医院发展迈入了新
的历史征程，全院上下将深入落实国家健
康战略部署，在市卫生健康委党委领导
下，结合蔡家智慧新城“人文、康养”定
位，认真贯彻落实“十四五”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规划，通过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服务体系，满足
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医疗服务需求，为
增进百姓健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马太超 叶倩伶
图片由市十三院提供蔡家院区选址专家论证会专家现场考察蔡家院区用地

□本报记者 王天翊

废旧物品做成的变形金刚、儿童游
乐场、放在椅子上就可以自动充电的智
能座椅、旧物利用游乐空间……这些都
是位于两江新区生活垃圾分类主题公
园内的新鲜“玩意儿”。

“这个刚开放不久的公园是全国垃
圾分类示范教育基地，也是西南地区首
个生活垃圾分类主题公园。”两江新区
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黎说。

据介绍，公园采取“寓教于乐、寄学
于景”的方式，把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居
民互动体验及公园景色融为一体，打造
了“一个宣教中心，两个体验空间，三个
功能区域”，每天吸引数千名附近居民
前来游玩。

今年两江新区新建成公园12个，
累计已建成公园131个，成为名副其实
的“百园之城”。两江新区的绝大部分
居民，都可实现“推窗见绿，5分钟步行
入园”。

上百个公园各具特色
因地制宜打造让公园好看又好用

提到“公园”，人们会想到山坡树木、
花草湖泊、飞鸟鸣虫、健身设施等元素。

这些元素在两江新区的131个公
园都能找到，但它们并非千篇一律，而
是各具特色。

金海湾滨江公园拥有长达17公里
蜿蜒的嘉陵江岸线，利用沿江石滩、崖
壁、沟谷、草滩、绿谷、溪流、灯塔、工业
遗址等自然和人文元素，打造出峡江风
貌展示区、坡谷水上森林区、滨水活动
体验区、工业花园记忆区等游憩区域。

礼仁公园所在地是一处典型的“坡
坎崖”山地，最大高差在50米左右。两
江新区采用立面色块灌木地被造景、堡
坎挂网攀爬安吉拉月季、缓坡构建植物
群落等方式，打造“挂毯”式的边坡景
观，被评为“重庆最美坡坎崖”。

两江新区的公园不止于“好看”，
“好用”也是一大特点。

近日，两江新区生活垃圾分类主题
公园正式建成开放。在这个公园里，市
民可通过全息投影、VR、触屏互动、多媒
体展墙等科技手段掌握垃圾分类技巧，
还可体验“变废为宝”手工坊、蚯蚓塔堆
肥空间等垃圾利用项目，实现垃圾分类

“玩中学、学中乐、乐中多收获”的效果。
在公园内还有一个特殊的区域，叫

做资源化利用区，由一楼的大件垃圾拆
解车间和二楼的垃圾分类及资源化研
究中心构成。其中，大件垃圾拆解车间
配备了专业的成套设备，通过人工拆解
和机械破碎相结合的方式，将金属、木
料等可回收资源进行专业回收处理，可
以达到大件垃圾80%左右的资源化利
用。该车间每天最多可处理20吨大件
垃圾。

未来，居民和企业可以通过App、
微信等方式提交预约回收申请，由专业
作业车辆上门回收，在这个车间进行专
业化拆解。

作为重庆首个“海绵公园”，悦来会
展公园运用山地海绵“高收低用”的建
设理念，利用生态透水砖、植草沟代替
水泥砖和传统管道，并大量种植水生植
物，实现了对周边超过50万平方米区
域雨水的调蓄、净化和利用。

以人为本促进产城景深度融合
公园助力建设高品质生活示范区

今年国庆期间，礼嘉智慧公园成为
市民争相打卡的网红地标。除了漫山
遍野的粉黛乱子草，园内各种生活化的
智慧体验场景同样释放着吸引力。

在“秋老虎”的余威中，智慧凉道可
以感应游客经过喷洒水雾带来清凉，机
械臂为游客送上一杯杯解渴饮品。智
博会体验项目“智慧生活的一天”场馆
里，游客们走进房间，灯光、空调、加湿
器等随即自动开启调节居家环境；对一
台机器人发出“我想看电影”的指令，正
对沙发的透明玻璃瞬间自动雾化，变成
一块超大尺寸的家庭影院屏幕，令人叫
绝。

“接地气的大数据智能化，是礼嘉
智慧公园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张黎说，
礼嘉智慧公园中“黑科技”的场景打造

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因此才能
让市民对公园爱用、常用，两江新区建
设高品质生活示范区才更能落到实处。

两江新区的公园不仅让“近者悦”，
也吸引着“远者来”。

张伟是两江新区从沿海引进的创
新型人才。来两江新区之前，他曾考察
过西部其它城市，最终选择了两江新
区。

“除了工作，我还爱好户外运动，两
江新区公园多，空气质量好。”张伟说，
在他工作的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周边，
有恋湖公园、照母山森林公园、山顶总
部公园、百林公园等多个公园，为他跑
步健身提供了好去处。

“城市环境是吸引人才的重要因
素。”两江协同创新区规划“高参”——
知名规划师饶及人表示，“公园绿地犹
如餐厅环境，环境优美才能吸引顾客前
来。”

环境也是民生。131个公园，让两

江新区居民可以“推窗见绿，5分钟入
园”，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等指标均高于国家园林
城市标准，实现了产城景深度融合。

全国首创公园长制
四大任务推进公园数量和品质

“入园高峰时期增加清运频率”“损
坏的植被和设施要及时恢复”“公园停
车难问题，要尽快探索通过增开公园入
口、增加公交线路等办法解决……”

10月8日，国庆节后第一天，两江
新区人和街道党工委书记甘敬鸣、金祥
社区党委书记谭成华来到两江新区金
州公园开展巡园工作。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身份：金州公园的公园长。

今年8月，两江新区参照“河长制”
“林长制”工作流程和标准要求，在全国
首创“公园长制”，新区大部分公园都有
了自己的公园长。公园长将定期巡园，
负责公园日常管理、资源保护、改造提
升等工作。

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园数量和品质，
两江新区公园长制提出管绿护绿、增绿
提质、还绿于民、密织绿网四大任务。

管绿护绿方面，两江新区要求严
守公园红线，从重处罚违规占绿，加强
灾害防控和古树名木保护；增绿提质
方面，两江新区将在未来投资约60亿
元，建设近70个公园，面积约2.04万
亩；还绿于民方面，两江新区将大力发
展生态旅游，并利用城市建设边角地
建设一批坡坎崖公园、社区体育文化
公园、口袋公园，让公园成为社区邻里
交流活动场地；密织绿网方面，两江新
区将推进绿道建设，用绿道串联起分
散的公园绿地，打造休闲交流、通勤换
乘、生态保护、宜游宜业的多功能绿道
系统。

这些任务，已在紧锣密鼓地开展。
以绿道建设为例，两江新区已建成

两条绿道示范段。绿道3号线东起照母
山公园，西至金海湾公园，沿途串联起
照母山公园、恋湖公园、竹林公园、龙凼
山公园和金海湾公园；绿道5号线北起
照母山公园，南至动步公园，沿途串联
起照母山公园、百林公园、月亮湾公园、
动步公园，并与幸福广场以及财富中心
商业区、办公区无缝衔接。

“十四五”期间，两江新区将建成绿
道及山城步道350公里，形成城市公
园、商业区、居住区和交通枢纽相互串
联的绿道骨干网络。

花漫两江、五彩立交
提亮城市底色

这个冬天，两江新区像打翻了调色
板，黄色、红色、绿色等各种颜色的花
卉、树木，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据悉，两江新区在新建公园的方案
阶段，就对植物品种进行控制，重点突
出“春花”“秋色”两大特色景观，其中落
叶树种的比例必须大于70%，常绿树种
不得超过30%，开花乔木用量不低于乔
木总量的50%，“四季有花”。

今年7月以来，两江新区实施“推墙
见绿”工程，拆除围墙、新增绿地，敞开
城市景观并同步提升绿化空间。曾经
冰冷的围墙、围挡成了疏朗的草地、整
齐的绿篱、色彩绚烂的花境。据悉，在

“推墙见绿”工程中，两江新区新增的城
市绿地面积达37万平方米。

同时，两江新区还通过实施“花漫
两江”“桥隧点亮”“五彩立交”等建设，
为山水两江“添彩”。充分利用两江优
质的绿色本底，在科学疏密的同时，通
过街头游园、口袋公园、节点花境等方
式，增加城市公共空间的艺术性和人文
性。

今年9月，水土嘉陵江大桥（水土新
城大桥）、蔡家嘉陵江大桥、礼嘉嘉陵江
大桥三桥架起，山脉、江河、沙滩、森林、
草坪等各种自然形态在此融合在一起，
带来新视野、新景观。

两江新区以景观与艺术结合的方
式展开“灰空间”治理，打造“五彩立
交”。把更多的美术元素、艺术元素应
用到城乡规划建设中，增强审美韵味和
文化品位，对“灰空间”进行更新激活，
为城市增添亮色。

据了解，下一步，两江新区将坚定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
实重庆主城都市区工作会议精神，统筹
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以人为本、
道法自然，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
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创
造高品质生活。

推窗见绿 5分钟步行入园
两江新区打造“百园之城”，131个公园让高品质生活触手可及

明月湖科创生态园 通讯员 蓝天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