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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之变重庆之变··卫生健康卫生健康

452个医疗卫生机构，其中医院仅2家，实有床位数2001张……这是1949年时
重庆的医疗卫生“家底”。彼时，医疗卫生条件落后，人们饱受疾病的困扰。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局面逐渐发生改变。70年来，重庆不断加大卫生健康领域
的投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新一轮医疗改革的实施，我市已建立起较为
完善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卫生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
居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各类传染病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常见疾病的发病率和死
亡率不断降低，人们预期寿命得到提高。截至2018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已达到
20524个（含村卫生室），其中医院800家，实有床位数220104张。

如今，重庆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努力为群众提供全方
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开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新局面。

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这两天，市人民医院项目办主任张旭很
忙，因为市人民医院两江新院的门诊大厅已
进入工程收尾阶段。

市人民医院目前有三个院区：原重庆
市第三人民医院为“三院院区”，原重庆市
中山医院所属的两个院区分别是“中山院
区”和“江北院区”。占地面积83.67亩的两
江新院预计今年12月建成投用，届时上述
三个院区的大部分医疗资源都将搬迁到这
里。

市人民医院新院的投用，不仅是医院“地
盘”的扩大，借此契机该院还将启动实施主诊
医师负责制，即由一位主诊医师率领若干名
主治医师和住院医师组成的医疗小组，全权
负责病人入院后的全过程诊疗工作，包括门

诊、住院、诊疗操作（包括手术）等，同时还要
负责患者出院后的随访工作等。

事实上，市人民医院的发展只是我市医
疗服务能力提升的一个缩影。70年来，重庆
不断加大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医疗卫生
资源总量快速增加，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
来，通过建设市级医疗中心、县级医院服务能
力提升工程等，医疗服务能力得到全面提
升。以重医附属儿童医院为例，该院已连续
8年位列“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前100名、
全国儿童医院前三名，科研影响力多年位居
全国儿童医院第一位。今年5月，该院获批
国家儿童健康与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实
现我市国家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零”的突
破。

近两年，随着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临床
医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医院、重庆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陆续挂牌，目前全市已有36家
三甲医院，国家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1个、医
学重点学科19个、重点实验室9个、临床重
点专科30个。

与此同时，重庆还在“强基层”上下功夫，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形成了“一
街道一中心、一镇一院、一村一室”的网络布
局，建立了“农村30分钟、城市15分钟”的医
疗卫生服务圈。截至2018年，全市共有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19535个，其中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站）472个，卫生院884个，村卫生室
10847个，有效保障和解决了城乡基层居民
的看病就医问题。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9月10日上午9点多，重医附一院门诊
药房前，63岁的张琦正在等着拿药。右腿膝
盖患有关节炎的她需要每周往关节腔注射药
物一次，每4周为一个疗程。

“现在看病比以前便宜了。”老人说，她用
的玻璃酸钠注射液现在一针189.56元，比以
前便宜了20多元。一个疗程下来，就能省
110多元，“改革确实是在为群众办好事、办
实事。”

老人口中的“改革”，说的正是重庆从
2017年9月9日开始在全市推行的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此次改革全面取消了药品加成，并

调整了439项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为保障公立医院改革制度的可持续性，

我市还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施单病种付
费方式改革，新增50个单病种，让这一数目
扩大到100个；实行总额控制办法；将部分特
病病种新增纳入医保特殊疾病范围予以保
障；完善大病保险政策等。

来自全市237家公立医院的监测数据显
示，监测异常的辅助用药和高值耗材采购价
较改革前下降10%-30%；患者人均出院费
用同比下降6%，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
用的比重下降到29%……重庆在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上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针对群众“看病贵”的问题，从今年3月开

始，重庆全面执行“4+7”国家药品集中采购试
点，首批25种集中采购药品平均降价52%，
83个进口药品平均降幅7.4%，53个国家谈判
药品（含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降价50%。

不仅是公立医院综合改革，重庆还在潼
南、忠县、彭水试点紧密型医共体建设，通过

“财通、医通、人通”改革试点，三个区县基层
首诊率均超过65%。目前，医共体试点范围
已由3个区县扩大到11个，并有望在全市推
广。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初见成效

挂号难、排队难，一直以来都是很多患者
共有的烦恼。如何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近
年来，重庆提出了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通
过多项举措提高群众的就诊满意度。

“微信预约挂号很简单，不用再像以前那
样，一大早就赶去医院排队了。”8月28日，
家住沙坪坝的市民陈莉娟提前一天预约了重
医附属儿童医院的内科号。预约流程也简
单，在医院公众号上添加就诊卡信息后，即可
按提示进行分时段预约。

从今年7月1日起，重医附属儿童医院
推出了全新的挂号服务模式——非急诊号全
预约挂号。该院除了普通内科、普通外科、发

热和肠道门诊预留极少量号源用于当日预约
外，所有专科及专家号源均会提前全部放至
预约渠道(急诊除外)。

“我们尝试全预约挂号的初衷在于改变
传统诊疗模式，解决群众反映较多的‘三长一
短’问题。”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副院长何大维
说。“三长一短”也就是患者说的挂号时间长、
候诊时间长、缴费时间长、就诊时间短，而通
过“互联网+”的方式，则有效改善了这一局
面。

市卫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市预
约挂号日均量已超过1万人次，多家医院都
可通过支付宝或微信实现预约挂号、缴费、查

询报告等功能。
“从预约挂号到就诊取药整个流程，部分

医院的人均看病时间最快可缩短40分钟左
右。”该负责人介绍，我市多家医院还设有自
助机，市民可在自助机上完成挂号、缴费、自
助打印检查报告等操作。

与此同时，重庆正在开展智慧医院和美
丽医院建设。以美丽医院建设为例，将对医
院环境绿化、厕所、食堂、停车、便民设施、工
作环境、医疗废水废物及生活垃圾处理、后勤
服务、院内文化、绿色医院建设等进行集中整
治，使患者和医务人员对医院环境满意率均
达到90%以上。

多渠道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多亏了大病救治政策，现在我都能下地
走几步了。”兰瑞友是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
救治受益者之一。去年底，家住江津区油溪
镇石羊村的他因糖尿病恶化转为尿毒症，被
送到江津区中心医院进行救治。

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兰瑞友所患的尿
毒症以及白内障都属于农村贫困人口大病救
治病种，通过综合运用大病医疗、医疗救助、
扶贫济困医疗基金等政策，其住院自付费用
不高于总费用的10%。

“目前，我市已形成‘三保险’(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商业补充保险)、‘两救助’(民政医
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的多重医疗保障体
系。”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说，为防止群
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我市先后设立了3亿

元的扶贫济困医疗基金和4亿元的健康扶贫
医疗基金，为所有贫困人口购买了商业保险，
并实行医疗报销倾斜政策。

除了市级扶贫基金外，我市各区县也设
立了救助资金，并采取多种方式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减免医疗费用。“我们通过医保报销一
点、医院减免一点、政府补助一点、患者自付
一点的‘四个一’，使贫困患者医疗费用自付
比例控制在5%以内。”巫山县卫计委主任刘
松涛说。

开州也统筹设立了扶贫济困医疗基金
1500万元，与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大病
医疗补充保险、民政大病救助等形成多重保
障机制。其中，开州区农村贫困人口参加城
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按贫困

程度由财政给予适当资助参保，其在区级医
疗机构就诊城乡居民医保住院报销比例提高
10%，报销起付线降低50%，通过这“一升一
降”，减轻贫困患者的负担。同时，为贫困人
口购买大病医疗补充保险，其因病住院发生
的医保目录外自费医疗费用将按比例分段赔
付。

此外，我市还深化“三个一批”行动（大
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
重病兜底保障一批），让贫困人口住院实现

“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农村贫困
人口大病救治病种今年扩大到30种；实现
贫困人口住院自付比例8.82％，特病门诊自
付比例9.58％；贫困人口慢病签约服务实现
全覆盖。

为贫困人口建立多重医疗保障

（本版稿件均由记者牛瑞祥、李珩采写）

重庆卫生健康重庆卫生健康··““数数””说说

重庆卫生健康重庆卫生健康··大事记大事记

全市居民平均期望寿命由1953
年的49.52岁增加到2018年的77.60
岁。

● 1950年4月6日，由卫生、公安、民政、
文教局组成重庆市卫生委员会，开展新中国
成立后全市第一次“清洁卫生大扫除”活动。

● 1956年，重庆市出生婴儿88704人，其
中新法接生86118人，新法接生率达97.08%，
第一次消灭了新生儿破伤风和产褥热。

● 1957年，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冉瑞图
采用的肝内胆管空肠胆总管吻合术胆内管引
流方法，为国内首创。

● 1965年，重庆市外科医院骨科对一拇
指完全断裂患者施行再植手术，功能恢复，为
世界断拇指断裂再植成活的首例报道。

● 2002年,重庆市卫生局受国家卫生部委
托,向南太平洋岛国巴新派遣中国援外医疗队,
这也是派往南太平洋地区的首支中国医疗队。

● 2009年，西南医院神经外科护士长鲜
继淑荣获第42届南丁格尔奖章，成为重庆首
个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

● 2010年3月，重庆药品交易所成立，在
全国首创药品电子挂牌交易方式，实行公平
公开、阳光交易，并于当年 12 月 29 日正式上
线交易。

● 2014 年 10 月，重庆市名中医、市中医
院名老中医药专家郑新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联合授予“国医大师”荣誉称号，成为重庆首
个“国医大师”。

1950年
重庆市卫生局正式制定医疗收费标准。

1975年
全市农村有2200余个大队实行合作医疗，有“赤

脚医生”7600余人，307个公社建立了卫生院，药品供
应增加一倍，农村卫生事业费增加1.66倍。

2011年6月
我市村卫生室全面启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

2013年12月
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挂牌成立。

2014年3月26日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修改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修改《《重庆市人口与重庆市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的决定，，重庆市单独两孩政策正式实重庆市单独两孩政策正式实
施施。。

2017年9月9日
全市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顺利启动实施全市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顺利启动实施，，

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中药饮片除外），），并并
开始执行开始执行439439项新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项新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2018年10月24日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正式挂牌。

2018年11月26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发现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发现

的典型经验做法的典型经验做法，，““重庆市忠县坚持重庆市忠县坚持‘‘保基本保基本、、强基层强基层、、
建机制建机制’’，，促进公立医院改革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名列其中名列其中。。

2019年3月20日
重庆启动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重庆启动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

作作，，集中采购的集中采购的2525种药品中种药品中，，中选价格平均降幅中选价格平均降幅5252%%，，
最高降幅最高降幅9696%%。。

现在村卫生室的条件比以前好太多了，地方敞亮，设
施、设备配得齐，我们给村民看病也更有底气了。

我今年55岁，在璧山区河边镇新四村当了25年的乡
村医生。再往上数，我祖父、父亲，还有二哥都是乡村医
生，我们一家三代都爱这份工作。

我的祖父是名郎中，早在抗战时期就在巴县龙台寺为
村民看病，后来父亲跟着他学医。上个世纪60年代祖父
去世后，父亲正式当起了“赤脚医生”。

听父亲讲，早些年村里人生了病，多数时候是拖着、扛
着，实在受不了了才会找郎中看病，而有时候就已经病入
膏肓，让医生也束手无策。

由于缺医少药，那时候许多“赤脚医生”只能靠自己上
山挖草药。我从七八岁开始就背着背篼跟父亲上山采挖
草药，慢慢地，认识了金银花、土黄连、淡竹叶等众多中草
药。有时，一锄头下去，跑出一条蛇来，吓人得很。

这些年，我觉得变化最大的就是村卫生室的硬件设
施。以前卫生室就开在家里，房子是土坯房，面积不到40
平方米，人多了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经过标准化改造，

如今村卫生室面积约80平方米，既宽敞又明亮，还分设了
诊断室、治疗室、药房等，看着舒心多了。

过去，村卫生室看病只有“三件套”——听诊器、压舌板、
血压计。现在大不一样了。去年村卫生室还配了健康一体
机，它能进行心电图、心率、血糖、血压、血氧饱和度、尿常
规、体温等多项常规检测，还能将结果即时传到网上，由上
级医院的医生通过网络远程给出健康评估和建议。急救箱、
氧气瓶等急救设备也有，我们给村民看病的底气也更足了。

作为一名村医，我现在不仅仅是给村民看病，还要为
他们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比如对高血压、糖尿病患者，
会定期上门做随访，提供生活方式管理服务。

其实，我刚开始作为签约家庭医生提供上门服务时，
大家还有些吃惊，有的也怕检查出什么病来。后来，我换
了个法子，上门向村民讲授健康知识和医疗政策，大伙才
慢慢明白了这一工作的意义。

目前，和我续约的村民有500多户了。让人高兴的
是，村民们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生病后扛着、拖着的情况
越来越少了。

从“三件套”到一体机
村卫生室鸟枪换炮

讲述人：璧山区河边镇新四村卫生室村医 王大平

1952年，全市县级及以上医院总诊疗
人次为35.14万人次，出院人数0.11万人。

1997年，全市总诊疗人次为5584.46
万人次，出院人数97.33万人。

2018年，全市总诊疗人次为15968.77
万人次，出院人数703.30万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人员由
2009 年的 43935 人增加到 2018 年的
90300人，年均增长率8.3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规模不断
扩大，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有床
位数由2009年的2313张增加到2018
年的9405张，年均增长率达到16.88%。

重庆卫生健康重庆卫生健康··口述口述重庆卫生健康重庆卫生健康··““第一第一””

▲潼南区桂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与贫困群众签约，提供
家庭医生上门服务。

通讯员 李扬 摄

▲璧山区人民医院普外科医生正在为病人施行微创手术。 通讯员 胡悦建 摄

◀丰都县人民医院救护车出动，奔赴47公里外的龙河镇陡磴子村收治病人。
通讯员 林登周 摄

▲沙坪坝区陈家桥医院新生儿科，护士在照料新生婴儿。
通讯员 赵杰昌 摄

▲大渡口区钢花路，新山村街道居民（前）在药店工作人员帮助下通过远程
视频就诊。

记者 崔力 摄

▲重医附一院专家送医下乡，为黔江区金溪镇村民提供诊疗服务。
（重医附一院供图）

医疗卫生机构数医疗卫生机构数
和床位量和床位量

1949年全市仅有医疗卫生机构452个，其中医院2家，实
有床位数2001张；

1997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4753个，其中医院296家，实
有床位数65951张。

2018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已达 20524 个（含村卫生
室），其中医院800家，实有床位数220104张。

卫生人员数量卫生人员数量

卫生健康资源卫生健康资源

每千人口床位数由 1949年的0.24张增加到2018年的
7.10张，高于2018年全国平均水平（6.03张）。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由1949年的1.7人增加到2018
年的6.75人。

每千人口医师数由1949年的0.9人增加到2018年的2.46人。

1949年，全市拥有卫生技术人员13194人，其中，医生类
卫生技术人员7749人，护理类卫生技术人员851人；

1998年，全市拥有卫生技术人员80405人，其中，医生类
卫生技术人员28021人，护理类卫生技术人员19484人。

2018年，全市卫生技术人员达到209237人，其中，医生
类卫生技术人员76361人，护理类卫生技术人员（注册护士）
9510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