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过往，皆为序章。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促进社

会办医，今年再次写进国务院政府工
作报告。重医大附三院3岁了，新时
代新征程，医院将继续引领体制创
新，像门诊玻璃大厅的阳光一般敞
亮，以规范医疗、安全医疗、温度医
疗，为患者谋福祉。

带着改革进取的基因诞生

紧邻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和210国
道(机场路)，地处两路城区黄金地段，
重医大附三院3栋主体大楼拔地而
起，占地近200亩。很难想象这里在
2015年前曾是烂尾楼，重医大附三院
仅用1年多时间就让这块土地重新焕
发生命，成为渝北一块救死扶伤的福
地。

2015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在
部署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时，
特别提到了社会力量与公立医院合
作办医，共同举办新的非营利性医疗
机构。

当月，重医大附三院启动筹建工
作。

重医大附三院流淌着“混合所有
制”的血液，却生长着公立医院的筋
骨，她是重庆医科大学的直属附属医
院，按“三甲”医院标准建设及运营。
混合所有制的灵活与公立医院的规
范，孕育出可持续的活力，不可思议
的“三院速度”就是佐证——

2015年1月启动筹建后的两个
月，医院就正式开工复建。1年后的

2016年2月医院基本建设竣工及通
过验收，医疗设施设备完成安装调
试，医务人员同步到位。经过试运
行，5月9日全面正式开诊。

重医大附三院从孕育到“呱呱坠
地”，顺应医改新形势，一出生就带着
改革进取的基因。

创新医疗模式“围着病人转”

一走进重医大附三院住院部，细
心的患者就会发现医院的科室设置
与普通医院有所不同，呼吸疾病中
心、心血管疾病中心、神经疾病中心
……带着改革基因诞生的重医大附
三院，从建院之初就设计为“中心制”
整合医疗模式。

“这名骨折病人血压有点高，治
疗中要注意。”日前，在巡诊中，心血
管疾病中心医生王端向病人主管医
生提出了他的意见。

心血管疾病中心医生为何会管
骨折的“闲事”？

这正是“中心制”的好处。一些
疾病需要不同专业协作，“中心制”整
合医疗模式突破传统诊疗“患者跟着
医生转”的格局，实现了“医生围着病
人转，技术围着疾病转”，从而为患者
提供更加高效便捷且科学合理的诊
疗服务。

去年国家卫健委指导举办“寻找
最佳医疗实践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
划”，重医大附三院“中心制诊疗模
式”获“全国十佳案例”。

3年砥砺前行，从无到有建立并

持续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医院目前已
设立了33个临床医技科室，开设了近
50个专科专病门诊。3年来，医院着
力加强内涵建设，建立健全医疗服务
体系，保证医疗质量和安全；按照依
法执业、技术准入等规范落实各项管
理，构建危急重症医疗救治体系，严
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医疗服务价格；积
极创建优质护理示范病房，完善延伸
护理。

医院各临床科室开展的一些具
有代表性的高难度手术，既体现了医
院的专家水平和技术实力，也代表着
医院定位于区域医疗中心的雄心和
底气。比如“单操作孔胸腔镜纵隔肿
瘤、肺结节切除术”、“颈内动脉狭窄
颈内动脉内膜剥脱术及支架植入
术”、“全腹腔镜下巨大脾脏切除术、
门脉高压的门奇断流脾切除术”、“永
久性希氏束起搏术”、“难治性室性早
搏的双极导管消融术”、“超声引导下
的甲状腺、肝脏穿刺及肝脏肿瘤消融
术”等，其水准体现了重医大附三院
诊疗技术和实力紧跟时代前沿，并朝
着重庆乃至西南地区最先进医院的
水平在迈进。一些学科开展的新技
术或项目，居于重庆领先水准，特别
是腔镜（含3D腔镜）、微创、介入治疗
等创新技术在各系统各学科的成功
应用，给病人带来了创伤小、手术时
间缩短、术后恢复快、并发症少、费用
更低等优势，成就了重医大附三院在
老百姓中的口碑。

筑巢引凤人才立院

3年时间，周围医院都在“抢”人，
但重医大附三院为重庆吸引、留住并
培育了一支高起点、高标准的人才队
伍。由重庆医科大学认证的副高及
以上职称专家100多人，专业技术人
员 1200 余人，全院职工达 1400 多
人。

“各种各样的金鱼都可以用钱买
到，但买不到能让金鱼一直存活的那
一池春水”。

2017年8月，重医大附三院实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零”的突破；
2018年3月，6位专家获评渝北区首
批“临空创新人才”；2018年11月，1
位专家获评第四批重庆市中青年医
学高端后备人才；2019年3月，1位专
家获评第三批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
人、3位获评第三批重庆市学术技术
带头人后备人选。

人才能在这里实现价值，安居乐
业，自然留得住。

医院在学校和理事会的正确领
导下，从人才遴选、人才培养、激励机
制等方面做出的全方位努力。首先，
强化人才引进机制，坚持高起点和高
标准，各专业学科带头人均来自大型

“三甲”教学医院，一些学科带头人在
重庆乃至西南地区亦享有一定的声
誉；其次，注重激励“留人才”，医院从
筹建阶段就设计了科学合理的薪酬
体系，医务人员能有尊严地获得阳光
收入。充分依托重庆医科大学平台

“品牌优势”，在学术科研、导师资格、
职称评审等方面打造对高端人才的
吸引力；第三是不断优化人才队伍，
采取培训、优化成长环境等多种措施
激发人才活力。

医教研协同发展

2017年，国家七部委联合发文全
面推开公立医院改革、全部取消药品
加成，宣示着“以药养医”时代走向终
结，“以技养医”时代到来。

2017年，于重医大附三院来说，
也不平凡。这一年，医院获批成为

“重庆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学院”——
这不仅是一家医院，更是一家培养医
学人才的学院，成立了教研室、教学
课程组并完善管理体系，已组织国家
级、市级继教项目400多次。第三临
床学院现拥有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权点、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点，已招收重庆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
60多名、博士研究生4名，接收各类
实习生250多人。今年2月，首位博
士后顺利签约进站。

科研方面，已获各级各类科研课
题近50项，发表SCI论文30篇，目前
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项。建立了
临床研究中心（科研实验室），学术影
响力进一步巩固，学术交流进一步深
化。国家一级学术任职委员或学组
负责人109人、国家一级学术任职学
科组成员60人、重庆市一级学术任职
常务委员及以上105人。

医院配备有国际先进高端医疗
设备，总价值5亿多元。2017年医院
又花钱添了两件“大家当”——高端
3.0T磁共振和256排螺旋CT各1台，
使医院医学装备水平位居重庆前列。

在重医大附三院做CT有多快？
只需一个心跳，就可以完成心脏成
像。

有多安全？一次CT检查降低了
超过50%的射线剂量。

有多安静？3.0T磁共振头部超
强静音扫描零噪声。

医院将信息化建设作为立院之
本，按照“一个平台、两个中心、八大
类应用”进行建设规划，致力于智慧
医疗的创新与探索；初步形成以病人
为中心，覆盖临床医疗、运营管理、移
动应用、决策支持、科研教学等各个
业务系统的信息化应用体系，并与重
庆医科大学医渡云医学数据研究院
联网，进行数据的挖掘及利用，让互
联网+医疗的成果惠及更多病患。

抓好党建促发展

在重医大附三院，近四分之一职
工是党员。

医院在重庆医科大学党委领导
下成立了二级党组织，现有基层党支
部14个，并在实践中探索完善党委领
导下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的现代医院内部治理结构。

重医大附三院是非营利性的医
院，围绕加强党的领导，院党委主动
适应医院事业发展需要，将从严治党
贯穿到医疗服务全过程。行政职能
部门按照大部制进行构架，从而提高
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落实党管
干部和人才工作要求，完善以医德、
能力、业绩为重点的人才评价体系。
严格遵循医疗制度进行“规范医疗”，
严格按照政府部门审批的物价标准
收费、严格执行医保政策。

“舟循川则游速，人顺路则不
迷”。

如何做好混合所有制医院党建
工作，本就是一个宏大的命题。重医
大附三院党委在实践中着眼于党委
把方向、谋大局、抓人才、促发展，以
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落实管党
治党主体责任。发挥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使党组织成为增强医院凝
聚力、竞争力的源泉。发挥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使党员成为促进医院发
展的骨干力量。带动造就了一支素
质过硬的医务人员和教职工队伍，逐
步形成了弘扬正能量的医院文化，推
动党建工作和医院发展相互促进、与
时俱进。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
促发展，增强了医院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的能力，促进了医院持续稳步健康
发展。

医乃仁术传递温度

医院致力“阳光文化”建设，打造
“一家有温度的医院”。

对内，突出员工关怀，成立了工
会、社团，打造职工之家，每年都会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医院为职工
福利和活动积极提供经费保障，丰富
职工生活。

对外，重视细节管理，提升病人
就医体验。围绕改进医疗服务工作，
推进志愿者服务、创建无烟医院等便
民惠民措施。3年来，医院组织义诊、
无偿献血、爱心捐款、健康讲座等各
类惠民活动数百场，共派出医务人员
千余人次。出院病人随访率达到
100%。2018年度第三方满意度调查
显示病人综合满意度达94.60分，总
体满意率为93.14%。

医院风清气正，拒红包、无回扣
文化蔚然成风，医务人员自觉不触碰
底线和红线，有尊严地获得阳光收
入。病人和家属在这里用发自内心
的感激表达他们对医务人员的情
感。3年来，医院收到锦旗757面、感
谢信274封，累计退还或拒收病人红
包240余次，金额达35万余元。

引领混合所有制医院创新

3年时间，重医大附三院累计为
130多万名患者提供了优质医疗服
务，近4万台手术中65%以上为Ⅲ、Ⅳ
级手术。近半病人来自渝北之外，包
括云贵川甚至山东、新疆等地，医院
在立足渝北辐射西南的区域医疗中
心的建设之路上一路奋进、不舍昼
夜。3年时间，重医大附三院完成了
经年累月的奋斗，引得广西、山东、广
东、湖南、云南等全国各地的考察团
前来交流，重庆市医改办、渝北区等
各级领导来到医院指导、调研。

重医大附三院3岁了！医院充分
发挥混合所有制的体制机制优势，充
分借助重庆医科大学的医教研平台
资源快速崛起，其发展和运营表现获
得病人、社会的高度认可，让百姓就
近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缓解了当地
老百姓“就医难”问题，引领混合所有
制医院创新，争做行业标杆。

非公医疗在医改中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

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的出台，
多元化办医格局也不断被提及。到
2017年，这一理念更是直接凸显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
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这
一文件里。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中，主要部署了10项
工作，其中第9项就是“支持社会办
医，发展健康产业”。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老龄
化程度在不断加快，多样化、差异化、
个性化健康需求持续增长。在一定
程度上讲，社会办医的开放程度，决
定了健康服务业的规模和水平。以
更开放的心态支持社会办医，就是应
民众关切，筑健康中国新蓝图。

新时代，新征程。承继重庆医科
大学严谨求实、勤奋进取的光荣传
统，重医大附三院全体员工将不忘初
心、砥砺奋进，履行医务人员的神圣
职责，协同推进医疗教学科研工作，
打造特色和优势学科，为病人提供更
加优质的医疗保障，立志把重医大附
三院打造成政府放心、社会认可、患
者信赖、员工满意，全国知名的区域
医疗中心。

何维 图片由重医大附三院提供

重医大附三院建院3周年

引领体制创新 争做行业标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捷尔医院）是一所社会资本
投入，由重庆医科大学负责管
理和运营，新型混合所有制、非
营利性、大型现代化综合性医
院。“混合所有制”如同加速器，
3年时间，重医大附三院赛道奋
进，完成大型现代化综合性医
院数年发展之路——累计为
130多万名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筑巢引凤为重庆培育起一支
1400 多名医护技专业团队，留
住 100 多名专家教授继续扎根
重庆服务百姓；医教研协同发
展招收 60 多名硕士博士研究
生；多次获得“十佳温情医院”
荣誉称号……

医院举行建院3周年快闪活动

医院配备先进直线加速器，医学装备水平居重庆前列

重医大附三院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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