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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1 月 23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全市医疗管理暨
基层卫生会上获悉，去年，全市医疗就
诊量达1亿多人次，其中，外地来渝就
诊量排名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上
海。同时，我市将全面推广在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中形成的12条便民措施，
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预约挂号要精确到1个小时

预约挂号已成为不少人看病的首
选。去年一年，全市通过12320卫生
热线的预约诊疗量就达327175次。

“目前，我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预约诊疗服务已实现全覆盖，所有三
级医院已开展多种形式预约诊疗。”市
卫计委有关负责人说，包括电话、微
信、支付宝等形式。

其中，重医附二院分时微信预约
挂号可以精确到每5分钟，重医儿童
医院礼嘉分院微信预约挂号可以精确
到每10分钟，重医附一院、市妇幼保
健院手机APP预约挂号可以精确到每
30分钟。

为缩短患者等候时间，全市三级
医院将逐步增加用于预约的门诊号
源，至2018年底，三级医院预约诊疗
率达到 50%以上，复诊预约率达到
80%以上，口腔、产前检查复诊预约率
达到90%以上。三级医院住院患者分
时段预约检查比例达到100%，门诊患
者分时段预约就诊率不低于预约就诊
患者的50%，且分时段预约要精确到

每一小时。
“预约挂号是 12项便民措施之

一，直接影响着患者的就医感受。”该
负责人说，门诊量较大的二级以上公
立医院还应设置自助服务机，提供自
助查询、缴费、打印报告等服务，减少
患者挂号、划价、收费、取药等服务窗
口等候时间。

二级公立医院普通号
占比不低于一半

自去年9月9日全面推开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以来，门诊诊察费发生了
改变，不同级别医院的诊察费不同，以
三甲医院为例，主任医师诊察费为30
元，普通门诊为15元，医保报销后，市
民自付部分分别为20元和5元。

“通过价格杠杆，不少人选择看普
通门诊和一、二级医院就诊，从而实现
分级诊疗的目的。”市卫计委有关负责
人说，所以各医院要保障普通号源的
供应，按要求，二级公立医院普通号源
占比不得低于50%，三级公立医院不
低于30%，并安排具备副高级及以上
资格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定期到普通门
诊服务。

同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应规范
设置便民门诊，完善就医引导标识，为
患儿提供便民服务。

对于不同医院的检查检验结果，
也有望互认了。据介绍，今年我市将
大力推进同级医院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医联体内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

互认工作，全市100家二级以上公立
医院将实现25个常规项目的检验结
果互认，从而避免患者重复检查。

到2020年基本实现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

据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也是
此次12条便民措施之一。到去年底，
我市城镇和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分
别覆盖20%以上和45%以上的常住人
口，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60%
以上，建卡贫困户、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在管高血压和肺结核患者签约服
务率达100%。

“今年我们将加大对慢病患者的
管理，提供健康管理、预约就诊、家庭
巡诊、健康咨询等服务。”该负责人说，
到2020年，力争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
人群，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
度全覆盖。

公立医院将实现免费
WiFi信号全覆盖

候诊的时候，无聊怎么办？这下
也不用担心手机流量问题了。据了
解，今年内，全市所有公立医院将实现
免费WiFi信号全覆盖，方便患者查询
相关信息。同时，医院还会向患者提
供检查结果推送、费用查询、电子支付
等“互联网+医疗”服务。

此外，各公立医院应在门诊大厅
等区域提供轮椅、开水、担架、急救药

品等便民设施设备。在咨询台、护士
站为患者提供纸、笔、针线盒等便民设
施，根据需要设立哺乳室，在候诊区为
患者提供紧急充电装置、布置健康宣
传展板等。

重庆将建立医改便民长效机制
12条便民措施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一）灵活调配资源

（二）开展预约服务

（三）提供自助服务

（四）保障普通号源供应

（五）规范设置便民门诊

（六）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七）加强慢病患者管理服务

（八）扩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九）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

（十）完善便民设施

（十一）加强就医引导

（十二）加强社工和志愿者服务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月23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新加坡护理专
业短期培训项目”总结会上获悉，截至
2017年底，我市护理人才队伍达7.67
万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2.51人。

俗话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
可想而知护理的重要性。为提升我市
护理水平，2016年，重庆市卫计委、新
加坡淡马锡基金会及新加坡南洋理工
学院联合举办了重庆—新加坡护理专
业短期培训班，由新加坡淡马锡基金
会提供270万元资金，资助120名来

自我市公立医院和护理教学院校的一
线护理专业人员赴新加坡接受护理专
业培训。

该项目是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
互通示范项目之一，也是重庆首个护
理专业培训的国际合作项目。据介

绍，培训时长为3周，内容涉及护理管
理、老年护理、手术护理、急症护理等
护理专业知识。

重庆医高专护理学院老师张敏是
参加此次培训的人员之一，她说，回学
校后，她就将“标准病人”引入教学中，

即让学生不再面对塑料模拟人，而是
请真人当病人，让护理更加精准。

市卫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全市大专以上学历的护理人员占
65.81%，通过各种培训，护理人才队伍
专业素质和服务能力有了明显提升。

我市护理人才队伍达7.67万人
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本报讯 （记者 陈钧）1 月 22

日，重庆农投集团发布消息称，为打通
绿色农产品到市民餐桌“最后一公
里”，该集团计划斥资5亿元，未来5年
内在重庆推出100家“农投良品生活
馆”。

据介绍，“农投良品”是农投集团
重点打造的母品牌，从旗下几百个农
产品品牌中选出了重庆市民熟悉信赖
的品牌收罗其中，也包括市内外优质

农产品。同时，“农投良品”也是农投
集团打造的集成集约营销奶、肉、蛋、
鱼、罐头等产品的线上线下融合销售
与体验一体平台。

前不久，投资约1000万元，面积达
600余平方米的第一家“农投良品生活
馆”已在渝北区龙山路渝安龙都开
业。“农投良品生活馆”采用全新互动
模式，以“互动体验式主体餐厅+生态
农产品社区店”相结合的方式运营。

未来5年

农投集团将推
100家“农投良品生活馆”

除了打造独有品牌符号
和价值，凯瑞商都也清晰意识
到，消费的不断升级同时导致
服务必须应随升级，实体零售
业应该充分掌握现代消费习
惯和趋势，在充分保持实体零
售特色的基础上，运用好互联
网技术，创新经营手段，给予
顾客更好的购物体验。

因此，此次“开年大戏”的
另一个焦点则是凯瑞商都推
出的“福袋”预售活动，实现线
上线下销售同步，为购物时间
不充裕的顾客提供了一个消
费平台。据该负责人介绍，微
商城为消费者提供具有超高
性价比的商品组合：1月22日
至2月4日，独家千款福袋商
品；1月10日-23日，分两波
开展福袋网络预售专场；1月
17日-2月 4日，99元、199
元、299元福袋秒杀专场。

据了解，微商城是凯瑞商都近年
来所重点打造的线上平台，目前已积
累了 26735 名会员，年销售额超过
1600万元。此外，如“一周花述”等服
务类项目也获得了不少消费者的好
评。凯瑞商都有关负责人表示，“‘互
联网+’是当前提升顾客粘度的重要
手段，除了提供消费便利之外，我们计
划将其打造成一个生活服务类平台，
展现实体零售商更多的服务价值。”

凯瑞商都 开年唱大戏，做一篇新春消费大文章

回顾凯瑞商都策划主办的“开年大戏”
品牌营销活动，在“追新思维”明显、主题频
繁翻新的百货零售行业，可谓是一个非常值
得关注的消费现象：从2011年到2017年连
续7年举办，人气与销售数据逐年攀升，活
动形式不断推陈出新，堪称沙坪坝区乃至主
城核心商圈最具市场号召力的品牌营销活
动之一。

伴随着商圈消费的持续升级，消费需求
更加多元化，凯瑞商都也从视觉元素、文化
体验到商品促销逐渐打造出全新的营销模
式。据凯瑞商都负责人表示，商都坚定不移
地做品牌化运营道路，打造培育出自身的营
销服务体系，今年开展“开年大戏”则正是对
品牌营销活动的再次升级。

“‘福鼓’是春节的一种祈福方式，也是
一种非常具有仪式感的传统习俗。在今年
的开年大戏中，商都希望借此敲响新年的鼓

声，邀请大家参与一场新春幸福的盛宴。”该
负责人表示，考虑到春节是中国最传统、最
重要、最温馨的节日，商都将中国人所向往
和追求的“福文化”作为每年开年大戏的核
心主题元素，并不断进行延展，在制造节日
氛围的同时，更让消费者在活动中能够持续
保持新鲜感，如2016年的福集凯瑞、2017
年的幸福临门、2018的福鼓迎春。

据介绍，在“开年大戏”中，除了低至2
折起的全年最大折扣力度之外，商都还组织
了代表传统民间艺术的来自古镇磁器口的
手作商家一起打造新春手作市集，让消费者
在感受民间文化艺术的同时还能挑选到心
意的手工艺品。此外，为了响应“福鼓”主
题，商都还特邀了专业舞蹈演员以及舞狮队
以“鼓舞”、“舞狮”的表演形式拉开“开年大
戏”的序幕，让消费者近距离感受到浓郁的
传统年味。

如今，消费不断升级，如何在白热化的
营销竞争中脱颖而出也是不少商家所研究
的重要课题。在凯瑞商都看来，只有深入
判读商圈特性，充分了解新的消费趋势，创
新性打造出独有的品牌价值才能成为企业
不断前行的驱动力。

“沙坪坝区是一个文化大区，众多校园
聚集于此，因此商都正着力打造一个年轻、
时尚、艺术的品牌符号去迎合年轻消费者
的喜好。”凯瑞商都负责人表示，去年4月，
凯瑞商都邀请专业插画师为商都设计了形
象代言人——“初心娃娃”，寓意希望人们
在喧闹的城市生活中，坚守本真初心，从而
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这款“萌物”一经
亮相便获得了无数年轻“粉丝”的追捧，这
极大地提高了商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为了这一品牌符号和内涵进行持续
有效的传播，在今年的“开年大戏”中，凯

瑞商都再次将“初心娃娃”进行延展，精心
打造出一系列“初心娃娃”的周边产品提
供给顾客们，如限量保温杯、定制版玩偶、
抱枕等。此外，凯瑞商都还为“初心娃娃”
精心设计了一套表情包，通过其萌人可爱
的形象在互联网社交软件中不断传播，用
新颖的表达手法去展现企业年轻时尚、个
性鲜明的品牌形象。值得一提的是，为了
将“初心娃娃”与传统民俗充分结合，商都
还特邀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平木板年画大
师徐家辉为凯瑞商都特制“初心娃娃”木
质年画。

业内人士认为，“初心娃娃”的诞生，充
分说明凯瑞商都在新的市场环境下，进一
步创新了百货店的功能多样性，并根据顾
客的喜好深度切入，极大地增强了顾客的
购物体验感，这也为目前实体零售店的创
新转型提供了方向。

“买年货、迎新年”是中国

人素有的春节传统习俗，对于不少

沙坪坝区消费者而言，每年1月到凯瑞

商都参加一年一度开年大戏活动已成为

习惯。据了解，位于沙坪坝商圈的新世纪

百货凯瑞商都已连续7年以“开年大戏”为主

题开展一系列集文化体验、消费购物为一体

的主题活动，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并已成为

代表沙坪坝商圈的一张“金名片”。

1月26日-28日、2月2日-4日，新世纪

百货凯瑞商都一年一度的新春开年大戏再

次启幕。为了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凯瑞商都以代表春节传统习俗的“福鼓”

概念，正式敲响新年的鼓声，开启

2018年开年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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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新世纪百货凯瑞商都提供

“开年大戏，福鼓迎春”即将正式启幕

“初心娃娃”再度亮相

“开年大戏”美陈装饰

桃花与红色营造氛围

重庆演出信息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国泰艺术中心剧院
《朝天门》
演出时间：1月25、26日 19∶30
演出票价：280/180/80元

云瑚音乐厅
意大利钢琴家瓦妮莎·贝纳利·穆

塞勒钢琴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6日 19∶30
演出票价：80/180/280/380元

涪陵大剧院

意大利钢琴家瓦妮莎·贝纳利·穆
塞勒钢琴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4日
演出票价：30/50/80/120元

胡桃夹子
演出时间：2月3日
演出票价：50/80/120/180/280元

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红梅报春”经典歌剧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6日 19：30
演出票价：40元

施光南大剧院

大型多媒体3D亲子音乐剧《阿
拉丁与神灯之沉睡精灵》

演出时间：1月23日 19∶30
演出票价：50/100/150元

话剧《新原野》
演出时间：2月3、4日 19∶30
演出票价：80/180/280/380/480

元

重庆大剧院大剧场

春夏秋冬·桃花源-丁雪儿古筝
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4日 19∶30
演出票价：30/50/80/100元

超级飞侠《小爱的奇幻旅程》
演出时间：1月26日 19∶30
演 出 票 价 ：40/100/180/230/

280/380元

冠达集团·世纪游轮-哆唻咪和
大灰鸡亲子故事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8日 10∶30
演出票价：100/180/280/380元

冠达集团·世纪游轮2018新年
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8日 19∶30
演出票价：180/280/380/580/

880元

大型原创芭蕾舞剧《敦煌》
演出时间：2月1、2日 19∶30
演 出 票 价 ：40/100/180/280/

480/680/880元

咨询热线：400-809-6039
官方网址：http：//www.cqpw.cn/
手机购票：关注微信公众号，点

击进入微商城购票

12条
便民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