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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医生，吃饭没？”11月4日一
大早，李德权就出现在忠县石子乡卫
生院，熟络的病人和他打招呼，他笑
眯眯地回应。

李德权是忠县中医院康复科副
主任医师。去年9月以来，他总会定
期到石子乡卫生院坐诊、查房，这大
大提升了石子乡卫生院的中医康复
水平。加上乡卫生院整体搬迁，环境

得到极大改善，其门诊量同比增长了
约28%。

石子乡卫生院的变化得益于县
域紧密型医共体试点。如今，全市共
有17个区县正在推进县域紧密型医
共体试点，在医共体内部，实行“医
通、财通、人通”，让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方便基层群众就医。

纵 联
“三通”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李德权到石子乡卫生院坐诊，是
因为县中医院正是石子乡卫生院的
医共体龙头单位。

去年9月，以忠县人民医院、县中
医院为主的龙头单位，分别与25家
和17家基层医疗机构组建起两大医
共体，通过学科联建、管理联动、人才
联用、资源联享、药械联购、上下联
转、信息联通、绩效联考等纵向“八
联”，实现“医通、人通、财通”，让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
“上下级医院互派人员，就是纵

联中的‘人通’。”忠县卫生健康委主
任申继旭介绍，龙头单位每年要选
派具有业务能力的医生到基层医疗
机构坐诊，基层医疗机构选派同等
数量的医务人员到龙头单位进修学
习。

除了李德权外，石子乡卫生院也
派出乔桂香到忠县中医院进修。“我
学到很多康复技术，拓宽了眼界，让
我工作更有底气了。”乔桂香说，这样
的学习很实用。

其实，“人通”也体现在病人的
双转上。在乔桂香所在的卫生院康
复科，如今就住着从县中医院转下
来的陈国锋。一个月前，因车祸导
致右下肢骨折的他被送到县中医院
治疗，病症平稳后，他被转回乡卫生
院治疗。

“这样报销比例更高，既治了病，
又节约了钱。”陈国锋说。

陈国锋的就诊经历就是分级诊
疗中的双向转诊。在很多地方，往下
转常常是一道难题，但今年以来，忠
县全县下转病人658人次，同比增长
18%。

在“医通”“财通”上，龙头单位与
基层医疗机构实行学科共建、技术共
享、利益共享，让基层的学科强起
来。学科强了，自然能带动基层能力
的提升。

同时，医共体内部实现“信息
通”，居民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电子
处方信息是共享的，便于居民就诊、
转诊及病历评查、处方点评、质量管
控。

横 合
设立“资金池”“编制池”，

不让一个基层医疗机构掉队

3700平方米的业务大楼，DR、彩
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要是放在

前些年，谭家琼根本不敢想。
作为石子乡卫生院院长，谭家琼

有些感慨地说，“要不是有‘资金池’
的支持，哪有底气。”谭家琼依然记得
乡卫生院搬迁前的窘境——夹在两
栋居民楼之间，门诊只有一个诊室，
一个病房要挤三四张床。

去年9月，在纵向组建医共体的
同时，依托县医院管理中心，忠县42
个基层医疗机构实行集团化管理，建
立“横合”医共体，构建“资金池”“编
制池”两池，“职称、项目、设备、专家”
四库，充分利用基层医疗机构的人财
物资源，抱团发展。

“资金池”每年按照基层医疗机
构医疗收入的5%、县级医院盈余的
2%提取资金，加上一部分财政专项
资金，用于基层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
建设、设施设备购置、学科发展、人才
引进等方面。

“‘资金池’的作用在于托底基
层医疗机构发展，不让一个机构掉
队。”申继旭说，困扰基层医疗机构
发展的一大难题就是人才，为了把
人才留在基层，忠县构建了“编制
池”“职称库”，即整合全县基层医疗
卫生单位编制总量，实行拉通使用
128个编制、56个高级职称岗位，“比
如这个单位缺人，但没有编制，那我
就用其他单位的编制，把人留下
来。”

“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县强、乡活、
村稳。”申继旭说，目前，忠县县域内
就诊率和基层首诊率分别达92.6%和
72.45%，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群众看
病难。

裂 变
从3个到19个，医共体在

重庆“开花”

除忠县外，2018年，我市还在彭
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潼南区试点紧
密型医共体建设，实行“财通、医通、
人通”。

三个区县的试点建设也各不相
同，潼南是以区人民医院和中医院为

龙头组建了纵向联合医共体；彭水是
将所有基层医疗机构“打捆”组建横
向联合的医共体；忠县则是在两家县
级公立医院为核心的基础上，采取

“1+1+X+N”（即1所城市三级医院、
1所县级公立医院、X个乡镇卫生院、
N 个村卫生室）模式，组建“纵联横
合”的医联体。

从试点情况看，在彭水，医院集
团“资金池”累积投资约5.1亿元，新
改扩建基层医疗机构40所、撤并乡
卫生分院21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就诊人次逐年上升，2018年门急诊、
出院人次较改革前分别上升72.0%、
245.5%；基层业务用房、床位数、卫生
技术人员数较改革前分别增长7.2、
3.4、2.7倍。

“近4年来，彭水分级诊疗基层
诊疗量占总诊疗量的比例保持在
72%以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说，基层越
来越好，倒逼着县级公立医院改革，
县级医院不得不针对县域内外转率
较高的病种，加强急诊急救、重症医
学、重点专科及特色专科建设，提升
其服务能力和水平，使疑难重症、大
型手术等患者能在县级医院就诊。
目前，彭水县域内就诊率已上升到
87%。

通过试点建设，潼南医疗卫生发
展也在悄悄发生改变——该区龙头
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急诊、肾
内科、骨科、普外科等11个“联建科
室”；2018年以来，双向转诊2031人
次；建成影像中心，开展远程诊疗，
基层医院上传影像937张，会诊200
余次。2018年，全区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诊疗量占区域内总诊疗人次的
比 例 达 73.96% ，区 内 就 诊 率 达
89.97%。

如今，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已不限
于上述3个区县，今年已扩大到全市
17个区县。

“初步来看，县域服务能力得到
提升，区县医院平均收治病种数达
2261种，诊断符合率达96.7%。”市卫
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基层诊疗
人次连续两年实现增长，县域内就诊
率91.2%，基本实现常见病多发病不
出乡、大病不出县。

“紧密型医共体建设解决了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基础差、发展资金少、
基层人才缺、积极性差、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等难题。”市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周林说，“三通”试点建设让群众就
近享有更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也
走出了新时代基层卫生事业发展改
革的新路子。

全市17个区县推行县域紧密型医共体试点，实现医通、财通、人通

“三通”改革抱成团 让优质资源“下基层”
本报记者 李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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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如果我是来办证的群众，
我为什么不满意？”日前，接受记者采
访时，祝永彬对记者说得最多的，就
是这句话。

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是与
群众打交道最多的窗口部门之一。
从警27年，一直在出入境岗位工作
的祝永彬，一直坚守着为人民服务的
初心和使命。

减少群众办证时间

逐个环节排查“堵点”

上世纪90年代初，祝永彬刚参
加工作时，我市出入境办证量一年不
超过1000本。而今年，我市出入境
办证量平均每天1万本。如何满足群
众的需求，是我市出入境管理部门的
头等大事。

作为搞技术出身，又分管科技信
息化建设的祝永彬，第一时间就想到
了向技术要生产力。

“前些年，市公安局出入境办证
大厅每天人潮涌动、络绎不绝。”祝永
彬回忆说，以前群众来办证，需要先
到办证大厅排队、填表、缴费等，没个
半天根本搞不定，资料不齐的甚至还
得跑两三趟，那时的办证大厅每天坐
满了人。

日前记者在市公安局出入境办
证大厅看到，只有少数几名群众在休
息区等待，络绎不绝的人流看不到
了。

这变化背后，是一系列高科技、
信息化技术的应用。

看着群众办证难，祝永彬和同事
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过到底怎么
弄，心里也没底。

“于是我们想了个笨办法，大家
一起将办证流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
地挨着摸排。”祝永彬介绍说，“最后
发现，缴费是影响办证效率的一个严
重‘堵点’”。

当时办证缴费，是按不同证件分
类缴费，例如一个人办理护照、往来

港澳通行证和往来台湾通行证三种
证件，那么他需要到缴费窗口刷三次
卡，打印三张缴费单据。

“想想如果我是群众来办证，我
为什么不满意？”祝永彬说，如果自己
是群众，那么也会问，为什么不能只
缴一次费？

解决方法想起来很简单，可有两
个问题挡在了他们面前，一是出入境
部门自己的系统不支持，二是需要和
财政部门沟通征得他们同意。

于是，出入境管理总队党总支当
即决定组建技术团队攻关。祝永彬
和同事们一边改进出入境信息系统，
一边与财政部门沟通，最终实现了一
个申请人无论办几种证件，只需要缴
一次费，这样提高了近一半的缴费效
率。

缴费速度上升，可填表的速度没
有提上去，填表又成了制约群众办证
速度的新“堵点”。

“还是那句话，我让同事们想
想，一模一样的内容，让你填三次，
你会觉得满意吗？”以前办理三种证
件，需要填写三张申请表，姓名、住
址等个人信息都是一模一样的，虽
然属于业务规范要求，但确实没有
必要。

“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
向。于是我们修改了申请表格，并
改进了后台系统，通过系统将群众
填表内容扫描后分成三份，这样就
省去了群众填三张表的麻烦。”祝永
彬说，此后他们又陆续改进填表缴
费等方式，如推行微信预约填表，研
发填表、取证、签注等自助服务系
统，引进扫码支付，实行“一证办”
（即办证只需身份证），承诺“只跑一
次”，不断减少群众办事手续，简化
办事流程。

在一点一点的改进中，祝永彬和
同事们不断追赶着群众日益增长的
办证需求，将群众办证时间从原来的

半天，缩短到2小时、1小时、半小时，
到现在的15分钟。

倾听群众声音

解决群众不满意

如果要说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是出入境提升办证速度的法宝
之一，那么倾听群众声音，解决群众
不满意，则是他们的另一件制胜法
宝。

“刚开始，我们在每个窗口都放
了一个评价机器。”祝永彬回忆说，
那个机器上，有“满意”“一般”“不满
意”三个按钮，群众办完事就按一
下。

可是久而久之，这个评价机器放
在办证窗口根本就是“掩耳盗铃”。

因为当着民警面，哪怕心中有些许不
满，也很少有申请人会去按“一般”或
者“不满意”，就算有人按“一般”或者

“不满意”，祝永彬他们也不知道问题
出在哪里。

“于是我们就想要研发一个真正
能用、有用的服务评价系统。”说干就
干，他和团队成员共同努力，从短信
回访着手，逐步摸索研发出“诚e通”
服务评价系统。

该系统是指通过短信或微信，向
每一位申请人征集服务质量评价意
见，并建立全程的回访、复核、考核和
分析整改工作机制。

系统上线后，收到了大量好评，
有的群众认认真真写了好几百字感
谢的话，让每个出入境人心里暖暖
的。

可是群众反映的问题，也一直让
大家如鲠在喉。

祝永彬说，当时就有群众通过诚
e通系统留言：同一个人如果同时办
理了三种证件，快递上门时会发三个
包裹，群众需要付三个包裹的快递
费。

“有群众说得难听点，质疑是不
是我们出入境部门‘吃回扣’，和快递
公司合伙赚钱。”祝永彬说，现在想起
来，心里都觉得委屈。

祝永彬向记者解释说，这其实是
全国出入境管理部门都遇到的一个
难题，并非重庆独有。因为三类证件
所需的审批流程不同，同时每种证件
的制作工艺不同，需分别在三个制证
车间制作，很难实现数据同步。而且
每个车间每天的生产量都有几千本，
因此很难做到把同一个人的三本证
件分拣到一个包裹。

“我们都觉得委屈，可是我们不
能跟每个群众都解释，再说你想想，
如果你是办事群众，你会觉得满意
吗？”祝永彬说，“本着从群众角度考
虑，我们总队班子决定，无论有多麻
烦，也必须想办法解决。”

“首先，我们通过改进系统，实现
了不同证件信息同步到各个车间，统
一了不同证件的制证速度。可是从
车间出来的证件，每一包有40-50
本，需要有人去一本一本翻看，找到
同一个人的几种证件。“于是我们就
和快递公司商量，用人工一本一本
找，虽然耗时耗力，可为了让群众满
意，只能这么干。”

笨办法始终不能长久，随后，祝
永彬带着同事们加班加点开发了自
动分拣机器，按照同一地址、同一收
件人、同一申请时间的原则，让机器
自动将证件分拣到一起，再发往快递
公司，这样既提高了分拣效率，又节
省了人力。“虽然做了这么多事，群众
没有表示感谢或赞扬，但对我们而

言，群众的不满意少了，就是对我们
工作的最大肯定。”

拓宽服务广度

关注小众需求

在解决了大部分群众办证效率
之后，少数群众的特殊需求，也进入
了出入境团队的视野。

什么是特殊需求？祝永彬举例
说，例如有部分群众，想抽中午休息
时间来办证，或者只能周末有时间来
办证，可是如果我们关着门，人家怎
么办呢？

也许中午来的人一周也就只有
几个，可是为了方便群众办证，出入
境管理总队还是决定，总队的办证大
厅中午不关门，派一两名民警轮换为
群众服务，周六也不关门，安排民警
为群众提供服务。

这样精细化的服务，出入境管理
总队还陆续推出了很多。

每年暑假前，出入境的咨询电话
总会接到不少询问，孩子考试完想跟
同学出国旅游，但是请假办证不方
便。祝永彬说，“这事就触动了我
们。那么怎么让孩子们安心学习，不
为办证烦恼呢？”

于是去年，出入境管理总队推出
了中、高考学生及家人考后凭准考证
享受快速办证的服务，让学生们考前
能安心复习，考后高效办证，不再为
办证烦恼。

同样获益的还有春节返乡的市
民。去年，出入境管理总队决定每年
的正月初四，全市出入境窗口开设

“返乡市民办证专场”。
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出入境管

理总队赢得了办事群众的赞誉，也得
到上级的认可。祝永彬因工作出色，
本人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3次，获评

“重庆市先进工作者”。其分管的部
门荣获“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集
体”“全国公安机关学雷锋先进集体”
等称号。

“群众的满意和赞扬就是我们
最好的勋章。”祝永彬说，接下来他
们还要继续在智慧办证大厅、智能
语音机器人等方面努力，力争更好
服务群众，将群众来大厅办证停留
的时间从15分钟压缩到10分钟以
内。

“常常想想如果我是来办证的群众”
——记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副总队长祝永彬

本报记者 周松

祝永彬（中）在指导工作。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供图）

■通过学科联建、
管理联动、人才联用、资
源联享、药械联购、上下
联转、信息联通、绩效联
考等纵向“八联”，实现

“医通、人通、财通”，让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上下级医院互派
人员，就是纵联中的“人
通”。“医通”和“财通”则
是龙头单位与基层医疗
机构实行学科共建、技
术共享、利益共享，让基
层的学科强起来。

■医共体还构建
“资金池”“编制池”两
池，“职称、项目、设备、
专家”四库，充分利用基
层医疗机构的人财物资
源，抱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