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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健康

从县级卫生院迈向三甲创建路

70年筚路蓝缕
医院发展从小到大

“黎主任，麻烦看一下这个检查结
果，我等会要去输液了，谢谢。”10月9日
上午，来自铜梁本地60岁患者王安祥正
拿着检查结果咨询他的主治医生黎孝
平。黎孝平为铜梁区人民医院肿瘤科主
任，是医院的一名老职工。“我1987年进
入铜梁区人民医院工作到现在，当时工
作环境很差、工作人员不足，我亲眼见证
了医院成长到现在的历程，就医环境、基
础设施、技术设备、医疗水平、服务能力
等一步步得到改善，几十年的发展使铜
梁区人民医院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
黎孝平说道。

这仅仅是铜梁区人民医院发展的一
个缩影。

铜梁区人民医院始建于1942年，其
前身“铜梁县卫生院”1951年与“平民医
院”合并，更名为“铜梁县人民卫生院”，
1956 年正式命名为铜梁县人民医
院。

岁月变迁，几经发展，2014年12月
随着铜梁撤县设区，正式更名为“重庆市
铜梁区人民医院”。2015年12月，医院
实施整体搬迁。

经过70年的建设和发展，该院如今
已成为渝西地区规模较大、设备先进、技
术力量雄厚的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
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国家二级甲等
综合医院，是“120”急救医疗一级受理
指挥中心、重庆医科大学非直管附属医
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托管集
团医院、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非直管
附属医院。医院新址占地103.7亩，建
有门诊大楼、住院大楼、培训综合楼、行
政楼等，总建筑面积15.2万平方米，编
制床位1030张。年住院5万余人次，手

术13604人次，门诊83万余人次，门诊
均次费用、住院均次费用、业务收入结构
和医院运行成本均得到良好控制。

近年来，医院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仪
器设备的更新和配置，为不断提高诊疗
技术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拥
有美国GE1.5T超导核磁共振、GE64排
能谱CT、东芝64排CT、美国GE血管
机、西门子SPECT、直线加速器、自动化
流水线检验系统、进口彩色多普勒B超
机等一大批先进医疗设备，建设临床、医
技科室38个，建设有2个区域重点学
科、4个市级临床重点专科、4个市级临
床特色专科、6个区级临床重点学科和3
个区级临床重点专科。

创建三甲上台阶
医院发展全面升级提速

近年来，铜梁区人民医院通过三甲
医院创建，医院管理迈上了新台阶。党
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医院《章程》、现
代医院管理制度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医
院医疗技术展现出了一批新气象，腔镜、
介入技术等微创手术广泛应用于临床，
呼吸科、肿瘤科等科室技术水平和服务
能力处于重庆市区县医院的领先水平。
医院的服务能力达到了三级综合医院服
务能力基本标准的80%、推荐标准的
50%。

医院重视科研教学工作，不断更新
科研、教学硬件，完善管理组织和制度体
系建设，助推医疗技术发展，科研教学实
现突破。近年来成功申报国家自然基金
项目1项、省部级科研课题6项、厅局级
科研课题138项，申请专利8项；10名专
家被重庆医科大学授予硕士生导师资
格；并多次在重庆医科大学教学质量评
比中荣获第一名。

始终坚持“人才兴院、人才强院”的
发展战略，将培养、引进、使用高层次人
才作为医院发展的强力引擎，采取“走出
去，请进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常年开展
各类学术活动，营造学术氛围，提升人才
素质。

为民服务实现新作为。医院年服务
群众达88万余人次，门诊均次费用保持
在较低水平，住院患者均次费用和医保
资金使用逐渐下降。

铜梁区人民医院患者满意率达到
91.68%。因在2018年“进一步改善医
疗服务行动计划”工作突出，该院荣获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表彰。院
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厚明在2019“健康
县域卓越建设者”系列评选中荣获“中国
县级医院管理创新奖”。

医疗质量是医院的生命，是医院管
理的核心和永恒的主题。铜梁区人民医
院始终把不断提高医疗质量作为医院工
作的中心和重点，不断建立和完善现代
医院管理制度，落实持续改进措施，严格
执行医疗核心制度，规范医疗行为，加强
门急诊管理，重视院感管理控制，医院病
历书写质量、医疗护理质量、医疗救治能
力等持续提升，医院综合实力不断提高。

坚持党建引领
办人民满意医院获群众点赞

铜梁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刘人铭介
绍：“近年来，医院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关
于进一步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
要求，坚持党建引领发展，通过建机制、
带队伍、抓融合，努力把党的政治优势转
化为医院发展优势，全力打造人民满意
的现代化医院。”

医院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卫生健康方
针，建好机制；加强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落实《关于
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和
市委实施意见等内容，均纳入党委中心
组、支部“三会一课”、科室政治学习重
点，作为谋划工作、指导实践的行动指
南；制定了医院《章程》，修订了《党委议
事决策制度》《“三重一大”决策实施细
则》等709个制度；从规范体制机制入
手，认真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
责制，确保医院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制
可依。

医院抓好政治思想和医德医风建
设，带好队伍。铜梁区人民医院坚持按
月拟发政治学习要点、督导学习情况，从
党委、支部、科室三个层面全覆盖抓好党
员干部职工政治思想教育；坚持党委会、
院长办公会、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会、院周会、中干会等各种干部职工会
议，全力引导党干部职工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坚持落实每周行风巡察、每月作
风考核、每年医德医风考评，将考评结果
作为晋职晋级、评先选优等重要依据，促
进职工规范行为，保障人民利益。

医院充分发挥党委领导作用，抓好
融合。坚持“三重一大”事务均由党委集
体决策；坚持对标对表中央、市委、区委
决策部署，及时制定工作方案，实行“台
账管理、清单销号”工作制，确保各项工
作落细落实见效；坚持固本强基，以基层
示范党组织建设为抓手，以点带面，从基
本制度、阵地建设、党员管理等各方面抓
好支部标准化规范建设；建立了党支部
参与科室重大问题决策机制，将科室职
称晋升、评先选优、年度考核、干部选拔、
大型设备购置等重大决策征求支部意见
作为决策前规定程序，在制度上保障支
部充分发挥引领作用。

而今迈步从头越
继续守卫群众健康

铜梁区人民医院坚持以“人民满意”
为目标，全面落实预约诊疗、自助服务、
WIFI全覆盖、网上支付、检验检查结果
互认、常态化志愿服务等11项便民措
施；建立了三级质量管理组织体系、制度
体系和指标体系，不断强化医疗过程质
量管理和医疗结果质量控制，有效保障
患者医疗质量和安全。

下一步，铜梁区人民医院将提升整
个医院的科研工作，建立标本库。针对
提升患者满意度将从提高医院技术和服
务能力、标准化建设科室、优化服务流
程、提升服务质量、控制医疗费用，减少
患者不必要的费用，加强医院信息化建
设出发，努力提供给患者好的服务于环
境。

铜梁区人民医院将继续坚持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
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紧紧围
绕“健康中国”战略，以更加高昂的姿态、
更加豪迈的气概，以一流的管理、一流的
技术、一流的质量、一流的服务，攻坚克
难、真抓实干，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好
务。

邓嘉桂 姜春宇
图片由铜梁区人民医院提供

铜梁区人民医院门诊大楼

铜梁区人民医院
70年来，我市不断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的投

入，随着新一轮医疗改革的实施，建立起较为完

善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卫生服务供给能

力不断增强，居民水平不断提高。

铜梁区人民医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

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努力为群众提供全方位

的健康服务。弹指一挥间，铜梁区人民医院已

走过了70年的历程。70年的艰苦跋涉，70年的

辛勤耕耘，凝聚了一代又一代铜医人的智慧和

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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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登录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http://113.204.224.20/xxgk/xxgk_list.aspx?ClassName=17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城乡规划公告
类别

名城保护控制性
详细规划修改

类别

控制性详细规划
新编公告

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改与完善方案

公告

类别

控制性详细规划
一般技术性内容

修改公告

序号

1

序号

1

2

序号

1

2

3

4

5

6

项目名称

重庆市第四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公示

项目名称

重庆市主城区界石组团S标准分区（部分）控制性详细规划新编公示

重庆两江新区两路C标准分区（翠云多功城片区）C01-1等地块控制性
详细规划修改方案公示

项目名称

《重庆市加油（气）站布点规划》九龙坡区化—6加油站点位位置调整控规
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公示

重庆市主城区蔡家组团D01-6-1/05、D01-6-2/05等地块控规一般技
术性内容修改方案公示

重庆市主城区西永组团O17-4、D06-1、E03-5-1等地块控规一般技术
性内容修改方案公示

重庆市主城区龙兴组团C标准分区C66-1/01等地块控规一般技术性内
容修改方案公示

重庆市两江新区鱼嘴组团 Q10-1、Q11-2等地块（康明路四期）控规一
般技术性内容修改方案公示

渝北区凯歌二支路两路组团E55-5号部分地块控规一般技术性内容修
改公示

行政辖区

重庆市

行政辖区

巴南区

两江新区

行政辖区

九龙坡区

北碚区

九龙坡区

两江新区

两江新区

渝北区

申请单位（编制单位）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申请单位（编制单位）

巴南区人民政府

重庆市地产集团

申请单位（编制单位）

九龙坡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重庆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

重庆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重点建设办公室

公示时间

2019年10月15日至2019年11月13日

公示时间

2019年10月15日至2019年11月13日

2019年10月15日至2019年11月13日

公示时间

2019年10月15日至2019年10月21日

2019年10月15日至2019年10月21日

2019年10月15日至2019年10月21日

2019年10月15日至2019年10月21日

2019年10月15日至2019年10月21日

2019年10月15日至2019年10月21日

公示地点

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
息网站

公示地点

巴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
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两江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
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公示地点

九龙坡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
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北碚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
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九龙坡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
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两江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
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两江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
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渝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
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咨询电话

63158272

咨询电话

13368430274

67092160

咨询电话

68410015

68861828

68600267

18008347303

61463656

67166381

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机构编码：B0304B250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65819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

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

桂花街支路10号锦嘉国际大厦1楼2号铺

邮编：400000 电话：023-61522222
成立日期：2014-12-12 发证日期：2019-09-2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金开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350040043 许可证流水号：658519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

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金开大道1218号附155号跃1、156号、

157号、158号跃1、159号

邮编：401120 电话：023-86091186
成立日期：2019-09-20 发证日期：2019-09-2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保利堂悦B一期一标段”建设项目位于南岸区茶
园组团B分区（B43-1/03地块）。由保利（重庆）投资
实业有限公司建设，现建设单位对消防车道、景观步
道、梯步、增设景观亭和儿童活动中心等景观布局进行
了调整。重庆市南岸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于2019
年10月14日－10月20日在“保利堂悦B一期一标
段”建设项目现场和售楼部对调整情况进行公示、告知
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到“保利堂悦B一期一标段”建
设项目现场和售楼部查看。

联系人：程媛 联系电话：62605118
2019年10月9日

公 告
重庆江北恒丰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港城支行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机构撤销并收回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批准予以撤销，并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南岸正联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祺山品阁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S0015S350040001
许可证流水号：37545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
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港城工业园区
A区港城西路53号

邮政编码：400026
成立日期：2013-11-04
发证日期：2013-11-0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督管理委员会

两江监管分局

机构编码：B0002S250000048
许可证流水号：37820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
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南岸区
南城大道199号

邮政编码：400060
成立日期：1995-03-01
发证日期：2009-06-1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监管局

机构编码：B0009S350040031
许可证流水号：655939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
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江北区
洋河二村73号附29号

邮政编码：400000
成立日期：2016-01-07
发证日期：2016-01-1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督管理委员会

两江监管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