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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东华医院
党建引领助推高质量发展

重庆东华医院地处沙坪坝区
磁器口至双碑区间，居于“井双新
城”核心地段，2005年由原重庆特
钢职工医院改制创立。17年来，医
院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
走，坚持党建引领助推高质量发
展，以打造“患者满意、社会认同、
员工信赖、政府放心的现代化医
院”为长远目标，现已成为集医疗、
教学、科研、急救于一体的国家二
级甲等非营利性综合医院、互联网
医院，先后获得全国改革创新企业
医院、全国优秀民营医院、全国美
沙酮戒毒优秀门诊，重庆五一劳动
奖状、重庆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民营企业、重庆市先进基层党组
织、重庆市文明单位，沙坪坝区非
公经济组织党建示范点等数十项
荣誉。

2020年初组建重庆首支民营
医疗队驰援武汉，在武汉保卫战、
联防联控战线上，经受住了严峻的

“大战大考”。截至今年上半年，在
持续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医院
克服医疗任务繁重的巨大困难，累
计抽调工作人员近万人次，接种新
冠疫苗超13万剂次、核酸采集超
42万人次、出具检测报告超62万
份，为保一方平安、维护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坚强防线，医

院长期承担社会责任案例被编入
《重庆市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医院现有现有员工480人，其
中中高级医技人才150人，享受国
家特殊津贴1人。医院设有17个
临床科室，10个住院病区、4个医
技科室，配置有飞利浦1.5T核磁共
振、64排128层螺旋CT、飞利浦四
维彩超、罗氏生化检测仪等一大批
进口先进设施设备，形成诊治常见
病多发病为基础，急诊急救为重
点，健康体检为突破，救治疑难重
症为提升的医疗健康综合服务体
系。

医院坚守“健康人生路、东华
来呵护”的核心价值观，秉持“发展

医院、服务大众、奉献社会”的办院
方针，始终注重特色专科打造，疼
痛科是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在疼痛
康复治疗方向享有盛誉。以创伤
骨科为班底的“沙磁名医工作室”，
通过“老年骨折术后快速康复”项
目，让 200 多名平均 89 岁、最高
105岁的老人重新站了起来。神经
内科是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网络成员。心理卫生
中心是重庆市卫生健康委指定的
全市精神伴发结核病定点治疗医
院，多年来致力于精神、失眠、焦
虑、抑郁、心理障碍的综合诊疗。

文图由重庆东华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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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上药慧远药业
为民心 推进智慧中药房建设

专注精益制造，呈现天赐之
宝。重庆上药慧远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药慧远”)成立于1985
年，秉承“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塑
品牌”的管理理念，在精耕中医药
行业的道路上大步向前，成为重庆
中药饮片行业的龙头企业。其名
下“天宝”品牌被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近来，上药慧远联合沙坪坝区
卫生健康委共同搭建重庆首家共
享智慧中药房，推出中药饮片代煎
代配服务业务，中药免费送到家，
群众吃上暖心药。市民在主城区
各个医疗机构看病，就能享受送药
上门的暖心服务。

走进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沙
坪坝区共享智慧中药房里，工作人
员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调配区里，
药师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高精度电
子秤，以此称量出剂量准确的中药
材；复核区里，药师正举着高拍仪
或手持扫描枪对工号、处方、煎药
设备等进行扫描控制与管理，保障
用药安全；浸药区里，药师细心控
制着水温，用温水浸泡药材；煎煮
区里，药师全程蹲守在煎煮机前，
保证中药汤汁火候。

这些中药在全程精细化控制
下生产出来，能保留最强药效，发
挥出最大疗效。最终，袋袋配送到

家，为群众顺利解决“煎药难”、“品
质保障难”等问题。“过去看中医，
抓药以后还得回家自己煎药。现
在，看完病回家等上几小时，熬好
的中药就能送到家中，既省心又省
时。”有患者高兴地说。

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
路”。上药慧远相关负责人介绍：

“沙坪坝区共享智慧中药房采用了
‘互联网+中药饮片代煎+配送’三
维一体的管理体系，每天可煎药
500副-1000副。从接方、审方、调
配、审核、浸泡、煎煮、打包、发货等
全过程均由计算机煎药系统管控，
物联网及互联网技术全程支持，全

程管理和质量都可以追溯。”
目前，上药慧远有3个生产基

地，分别位于沙坪坝区歌乐山、城
口县庙坝工业园区、南川区大观，
其中南川区大观将于今年9月建设
完成并投产。新厂建设充分考虑
了集约化、规模化、规范化的生产
特点，在饮片制造加工设计和流程
规划上进一步优化，在产品技术能
级和设备技术能级上进一步提高，
围绕自动化、信息化、精益化、绿色
化目标，未来将在重庆建设成国内
领先的中药饮片生产厂。

曾苗 图片由重庆上药慧远药业
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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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浸润 让生命之花绽放更灿烂

走进渝北区妇幼保
健院，“让生命如花绽放”
7个隽秀有劲的大字格外
引人注目。这是渝北区
妇幼保健院始终秉持的
核心价值观，更是“文化
办院、服务兴院、管理强
院”发展战略躬行的深刻
实践。

文化是团队发展的
灵魂。近年来，渝北区妇
幼保健院将文化办院放
在战略的首要位置，充分
发挥文化引领作用，将其
深深融入发展的血脉中。

在文化的浸润下，渝
北区妇幼保健院悄然改
变：环境美，最美病房、网
红打卡点，让病房变成了

“家”；人美，全员职工“内
驱力”高度凝聚，高品质
服务广受社会认可，患者
满意度连续 3 年位列区
级医疗机构第一；心灵
美，面向社会将大爱传
递，用实际行动将健康惠
及更多的人……

一种力量发于心，凝聚职工
“内驱力”扬起团队精神风帆

团队的“内驱力”，已经成为渝北区妇幼保
健院发展的一股宏大的力量。

“加强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教
育、管理和监督，注重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渝北区妇幼保健院会议室内，一大早就
传出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的琅琅诵读声。

晨读，已经成为医院全体职工的“必修
课”，今年已是医院坚持开展每日“半小时晨读
会”的第六年。读党史、学理论、悟思想……多
形式晨读形式，切实提升员工素质。

半小时晨读会，只是渝北区妇幼保健院坚
持教练式管理职工的一个缩影和员工成长的
精彩注脚。

每季度开展家风座谈会，让好家风带动好
作风，让多样家风文化形式促进医院发展；定
期对职工进行教练式谈话，帮助员工订计划、找
价值、找目标、挖潜力，激发干事创业激情，并不
定期辅助其落实，已有74位医院职工撰写自己
职业规划；轮岗锻炼，提升人员素质和综合能力
……

多措并举，教练式管理文化营造了学习型
医院的浓厚氛围，让全员职工树立起“成长思
维”，点燃员工“内驱力”，形成组织“共同体”，全
面激发医院运行活力，促质提升更优护航辖区
群众健康。

放下鲜花，脱下护士服，穿上防护服，迅速
奔赴防疫一线……

5月12日，国际护士节当天，50名医务工
作者在接到上级指令性任务后，立即奔赴回兴
街道片区中小学、幼儿园、职业学校核酸采样的
现场。23个采样台，不间断采样22564人，是
她们送给自己最好的节日礼物。

渝北区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王继书表示，
“教练式”管理充分挖掘职工潜能，激发干事激
情，让医院的各项举措落实落细，提升了医院的
执行力。

一种精神践于行，优质服务
各方“心相印”实干兴院

医患情感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渝北区
妇幼保健院的一种“默契”。

“今天我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给贵院领导
写这封感谢信……感谢产科住院部的医护们

对我的细心照护，是你们的精湛医术和医者仁
心让我少受了很多痛苦……”

产妇张女士用近4页的信笺，回忆着入院
以来的点滴，表达着对渝北区妇幼保健院的感
激之情。

不久前，产妇张女士因多种并发症需提前
结束妊娠，医生们认真研究制定方案，顺利分娩
的同时还为其解决了前庭大腺脓肿带来的痛
苦。

渝北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甘家云说：“为
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医疗服务新需求，给患者
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我们医院在服务群众方
面，践行跟踪服务、主动服务、精准服务、全方位
服务的服务理念，助力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
展。”医院本着“一次接触，终身服务”的理念，设
置院前“妈妈乐”健康宣讲平台、院中“管家婆”
工作站、院后“心相印”回访中心3个服务平台，
为妇幼群体提供院前、院中、院后全程化、零距
离、一站式温馨服务。

在渝北区妇幼保健院，有一位“扭倒费”的
固执医生——孕期保健科主任陈先丽。此前，
医院接诊一位高危孕产妇，该孕妇虽对自己的
身体状况知晓，但并不重视，陈先丽通过电话、
微信、线下与孕妇见面的方式，一直对孕妇进行
劝导和指导，直到顺利生产才放下心来。陈先
丽只是医院成立的高危孕产妇全程管理团队中
普通的一员。

这支队伍由市内名医、产科专家和资深护
理健康师组成，对在医院建档的高危孕产妇进
行全程管理（从建档至产后42天），主动服务，

坚持24小时免费为孕妈妈提供孕期指导、健康
咨询、孕期及产后心理疏导、育儿经验交流、新
生儿护理等服务，通过全程全方位的服务，让孕
妈妈全程无忧。截至5月21日，共管理孕产妇
6045人，其中已生产或流产的4528人，尚有
1517正在管理中。

除此以外，为发挥党员带头模范作用，医
院组织了党员先锋队，为全区孕36周以上孕妇
提供送防护知识、孕期指导、心理疏导“三送”服
务，用爱和责任守护疫情期间的孕期健康“最后
一公里”。同时，医院还坚持“医疗安心”“全程
放心”“就诊省心”“环境舒心”和“服务贴心”的

“五心”全方位服务理念，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
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打造出“全生命周期，
全过程，全方位；有温度，有人文，有情怀”的服
务特色品牌。

一种情怀立于世，海纳百川
擦亮“博施济众”大爱品牌

爱是一切行为的基础，渝北区妇幼保健院
的“大爱”已经成为一张名片。

“渝北区妇幼保健院妇幼健康联合体”又
多了一位成员。

6月，渝北区妇幼保健院、仙桃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妇幼健康联合体反哺行动”正式启动，
仙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挂牌“妇幼健康联
合体”成员单位，医院将选派儿科、儿童保健科
业务骨干长期坐诊仙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
也就意味着仙桃片区患儿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区

级医疗机构儿科专家服务。
近年来，医院面向全社会打造“大爱品牌

文化”，扎实推进反哺计划，医院创新实施“四通
一精品”，即医通、人通、财通、物通和精品家医
管理模式，帮助辖区实现“妇幼健康联合体”同
质化发展。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建立共享共赢的双循
坏体系是医院“大爱品牌文化”中的重要一环。
王继书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持续提升个人健康素养，是增进全民健康的
重要前提。为此，医院深耕“博施济众”的大爱
品牌文化，多渠道、多形式积极开展大讲堂。

创新开展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
进院坝“五进”大讲堂，健康知识广泛惠及辖区
群众；开展“新婚学校”“孕妇学校”“家长课堂”

“更年期课堂”以及“心理课堂”等活动传授健康
文化，“不抓大放小，不放弃每一个受益群众，健
康促进是每个人的终身使命，每个人都有获得
健康的权利。”王继书说。

持续深化健康教育，医院将健康知识以课
堂、座谈、沙龙、观摩、互动体验等方式，开设“精
品课堂月月讲”“家长课堂周周见”“体验观摩天
天做”等系列授予大众，以群众实际需求和切身
利益为核心，专注做好每一次健康宣教，夯实同
心筑梦的思想之基，锻炼从严从实的优良作风，
强化工作实效。

征程再起，在渝北区工业园区，占地面积
达105亩的新院正在紧张有序建设着，届时将
为更多妇女儿童与家庭筑起坚固保护盾。

相比走多远，更重要的是方向。未来，医院
将带领全体干部职工持续做好以下工作：首先
让文化创新激发群众健康活力。针对不同群
体、不同内容用不同载体进行健康宣教，激发群
众健康活力，营造人人讲健康、人人会保健的良
好氛围。其次用妇幼文化展示卫生系统新形
象。紧密结合群众新需求，助推卫生系统在新
时代下树立新形象，促进卫生事业更好、更快发
展。最后让新型生育文化承接时代之势。落实
母婴安全、优化环境布局、创新服务模式等措
施，助力“愿意生”“养得好”“育得优”的新型生
育文化升华。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站在新的起点上，
渝北区妇幼保健院踏上一个崭新的征途，从心
出发，持续为妇幼儿童的健康保驾护航，让生命
如花绽放！

韩洁洋 骆丹
图片由渝北区妇幼保健院提供

渝北区妇幼保健院

向专家介绍医院文化

为百岁老人进行髋关节置换手术

发药人员按医生处方单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