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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迎昭

5月18日，重庆文博迎来高光时
刻。

当日，从“5·18国际博物馆日”中
国主会场开幕式上传来消息：重庆工
业博物馆“百年风华——重庆工业发
展史”（以下简称“重庆工业发展史”）
荣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以下简称“十大精品”展览），重庆自
然博物馆“熊猫时代——揭秘大熊猫
的前世今生”荣获优胜奖。

自1997年以来，全国博物馆十大
陈列展览推介活动已举办17届，获评
精品奖的展览体现了国内博物馆陈列
展览的最高水平。2014年以来，重庆
文博界的展览已五度荣获“精品奖”。
这一现象说明什么？重庆文博单位
又该如何为市民提供更加丰富的文
化产品？重庆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重
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重庆市
博物馆学会顾问、重庆巴文化研究会
会长刘豫川，重庆工业博物馆首席专
家顾问何智亚和重庆工业博物馆馆长
黄亮。

展现重庆工业130年发展历程

重庆日报：“重庆工业发展史”展
览有何亮点？展览的人气如何？

黄亮：“重庆工业发展史”展览展
陈面积达5000平方米。这座展馆依
托重钢工业遗址，采用“无边界博物
馆”设计理念，形成工业特色鲜明的展
陈空间。

展馆陈列有900余件展品，形成
主题鲜明、类别丰富的工业文物体
系。展览围绕近代以来重庆工业130
年发展历程，不仅全面展示了重庆对
外开埠后民族工业的振兴历程，还展
示了重庆工业为中国抗战、国民经济
的恢复、工业化进程、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做出的重要贡献。

这个展览从建筑设计、展览文本、
概念方案、布展设计施工等各方面坚
持与国内一流机构合作，全程在国内
外文博界、建筑界、艺术界、历史界等
多领域专家学者悉心指导下，历经数
年精心打磨而成。开馆以来，已接待
观众20多万人次。

何智亚：“重庆工业发展史”所在
的展馆由尺度巨大的工业场馆改造而
成，步入其中，观众会感受到岁月的沉
淀和强大的视觉震撼力。

博物馆开放之初，观众以重钢的
老职工居多。而现在，越来越多年轻
人、外地游客来到博物馆，感受这座

“泛博物馆”的魅力。作为重庆工业博
物馆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我期
待更多观众能通过此次获奖了解这座
博物馆，前来感受重庆厚重的工业历
史和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利用成果。

获奖得益于史学界和文
博界通力合作

重庆日报：此次获奖，对重庆工业

博物馆发展有何意义？
何智亚：“十大精品”展览的竞争

非常激烈，活动评选出来的展览很有
权威性，影响很大。此次“重庆工业发
展史”获奖，会推动重庆工业文化博览
园建设，极大地提升重庆工业博物馆
在重庆乃至全国的影响力，也对提升
重庆城市形象美誉度具有重要作用。

刘豫川：以本次获奖为例，重庆
的工业历史记载了城市发展足迹，是
城市个性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通
过展览的形式展现这段历史，说明重
庆愈加重视对工业历史的研究、保护
和利用。

此外，重庆屡次获奖还体现了重
庆文博事业的发展蒸蒸日上。重庆此
前荣获精品奖的博物馆，是重庆中国
三峡博物馆和重庆自然博物馆，它们
都是国有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和这两
家博物馆不同的是，重庆工业博物馆
属行业类博物馆，是一个“新生儿”，这
说明重庆的博物馆类型变得愈加丰
富，行业类博物馆崛起的势头愈加强
劲。行业博物馆的发展，大有可为。

周勇：重庆多次涌现“十大精品”
展览，这是中国文博界对重庆40年来
孜孜以求推动历史研究、文博事业发
展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是重庆历
史学界和文博界的光荣。

文博展览以文物为基本元素，以
历史研究为基础。历史研究是内涵，
展览是表现形式，二者完美融合才能

形成精品展览。以“重庆工业发展史”
为例，重庆历史学界对重庆工业历史
的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
了，涌现了《重庆开埠史》《近代重庆城
市史》《重庆通史》等一批重要的学术
著作。“重庆工业发展史”沿着近代以
来重庆工业130年的历史线索，全面
展示了重庆对外开埠以后民族工业的
产生和发展，推动了重庆的城市化和
近代化进程，展出的内容实质上就是
史学界和文博界40年研究的结晶。

张扬文化内涵，增强文化自信

重庆日报：2019 年，重庆的博物
馆推出展览 200 余个，接待观众超
3300万人次，参观博物馆已成为市民
主要休闲方式。重庆文博单位应如何
再接再厉，用多元化的文化产品丰富
市民文化生活？

周勇：历史学界和文博界应通力
合作，把历史研究好、展示好。活化利
用文化遗产，要研究与保护并重。我
们看到有些开放的文物建筑，虽然房
子修缮得不错，但其中布置的展览并
不算好看。这启示我们要在研究文物
历史、挖掘文物内涵，在梳理文物真实
历史、准确内涵的基础上讲好文物故
事，让其真正“活”起来，服务于市民高
品质文化生活。

刘豫川：当前，博物馆的展览要做
到少而精，线上线下并重。线下方面，
举办高质量的展览，市民通过预约等

方式来馆参观；线上方面，通过策划数
字展览让市民足不出户即可欣赏博物
馆展览，体会城市厚重历史。

重庆的博物馆事业发展和东部地
区一些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
认为，今后重庆要多推出一些特色鲜
明的专题性博物馆，尽量避免同质化。

重庆日报：重庆的文博事业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大背景下，
该如何发力？此次获奖对提升重庆城
市形象有何意义？

刘豫川：2010年，重庆、云南、四
川、广西、贵州和西藏的25家博物馆
携手同行，成立了西南博物馆联盟。
该联盟已成功合作举办了“盛筵——
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等精品展
览。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大
背景下，川渝文博单位更应加强合作
交流，通过联合研究利用巴蜀文化资
源、举办展览、策划活动等形式，丰富
两地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双城经
济圈建设增添活力。

周勇：重庆文博界多次涌现“十大
精品”展览，这对张扬重庆的文化内
涵，增强重庆人的文化自信，彰显“两
江四岸”独特魅力，展示“山水之城·美
丽之地”的城市名片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尤其是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大背景下，重庆获此殊荣，我们更
应通过深化历史和文物研究，活化利
用文物，更加充分地展示重庆的文化
底蕴和文化形象。

文化底蕴和文化形象得以充分彰显

重庆涌现多个“十大精品”展览的背后

本报讯 （记者 李珩）“互联
网+”医疗服务越来越火，该如何定
价？医保怎么支付？从5月20日起，
重庆市医疗保障局《关于“互联网+”
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开始实
施，按照《意见》，公立医疗机构提供

“互联网+”医疗服务，主要实行政府
指导价；非公立医疗机构则实行市场
调节价。

按照《意见》，由市医疗保障局审
批我市各级医疗机构已有线下项目通
过线上开展或新增“互联网+”医疗服
务价格项目。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统一
执行市医疗保障局公布的“互联网+”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未经批准的医疗

服务价格项目不得向患者收费；营利
性医疗机构提供依法合规开展的“互
联网+”医疗服务，可自行设立医疗服
务价格项目。

那要符合哪些条件才算“互联
网+”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据了解，设
立“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应同
时符合以下基本条件：一是应属于卫
生健康主管部门准许以“互联网+”方
式开展、临床路径清晰、技术规范明确
的服务；二是应面向患者提供直接服
务；三是服务过程应以互联网等媒介
远程完成；四是服务应可以实现线下
相同项目的功能；五是服务应对诊断、
治疗疾病具有实质性效果。

在价格方面，“互联网+”医疗服

务项目价格由市医保局制定调整。公
立医疗机构提供“互联网+”医疗服
务，主要实行政府指导价；非公立医疗
机构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对新开展的

“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可以由市
医疗保障局制定或与医疗机构协议确
定试行价格，试行期两年。

为支持“互联网+”医疗服务，对
定点医疗机构提供的与医保支付范围
内的线下医疗服务内容相同，且执行
相应公立医疗机构价格的“互联网+”
医疗服务，向市医疗保障局备案后，纳
入医保支付范围并按现行规定支付。
这就意味着市民在享受“互联网+”医
疗服务的同时也能报账。

目前，我市已在市急救医疗中

心等医院启动常见病、慢性病门诊
“互联网+”医保服务试点，高血压、
糖尿病特病患者通过网上问诊后，
可由医生开出电子处方，医保在线
结算。

市民可选择三种形式拿到自己
的药品：一是由医疗机构将药品配
送上门；二是医疗机构通过医保信
息系统将电子处方流转到参保患者
居住地附近的医保特病定点零售药
店，参保人凭社会保障卡到就近药
店购药，实现医保就医购药报销；三
是医疗机构通过医保信息系统将电
子处方流转到医保特病定点零售药
店，由特病定点零售药店为患者配
送上门。

重庆《关于“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实施意见》今起实施

市民网上看病可医保报销 本报讯 （记者 李珩）5月19日是
第10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市卫生健康
委通报称，2019年全市基层医疗机构组
建 8171 个家庭医生团队，共签约居民
854余万人，其中重点人群签约712万余
人，在家且有签约意愿的建卡贫困户签约
实现全覆盖。

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
胡彬说，为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年
来，我市加强对全科医生的培养，目前全
市有注册全科医生8668人，每万名常住
人口全科医生配置达2.79名，较2018年
底增长38.8%。由于家庭医生数量不够，
因此，重庆把签约服务的重点放在老年
人、孕产妇、儿童、残疾人以及高血压、糖

尿病、结核病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人群
上，为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和有偿的个性化服务，以满足不同层次的
健康服务需求。

据介绍，随着全市家庭医生信息系统
建设的逐步完善，居民可在线上享受签
约、续约和健康咨询、健康档案查询等服
务，还能通过家庭医生预约市、区县级医
疗机构的门诊挂号和床位。

据了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家庭医生团队发挥着“三师一员”（家庭健
康的保健师、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师、疾
病恢复期的康复师、就医转诊的引导员）
作用，不仅承担了预检分诊、隔离观察、应
急处置、跟踪随访等疫情防控工作，还为
居民提供健康咨询、日常诊疗服务等工
作，守护广大居民的健康。

重庆8171个家庭医生团队守护854余万人

关 注 世 界 家 庭 医 生 日

市民在重庆工业博物馆的“百年风华——重庆工业发展史”陈列展览观展。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沙坪坝支公司沙正街营业部
机构负责人：蒲兴全 机构编码：0000185001068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坪坝南街16号附3-1号、附4-1-1号、附4-1-2号房屋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坪坝南街16号附3-1号、附4-1-1号、附4-1-2号、附5-1-2房屋
成立日期：2013年9月26日 邮政编码：400000 联系电话：023-65227346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

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
保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5月1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第六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杨倩 机构编码：0000185001080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江南大道19号3-1、3-2、4-1、4-2.海铜路1号新宝龙钻石国际大厦32、33层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江南大道19号3-1、3-2、4-1、4-2
成立日期：2015年11月20日 邮政编码：400000 联系电话：023-63893554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

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
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5月1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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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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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编码：B0008X250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659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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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所：重庆市渝中区民权路27号37-3、37-4

邮政编码：400010 电 话：023-88195577

成立日期：2015-05-08 发证日期：2020-04-2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重庆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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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第五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袁宇 机构编码：0000185001088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西路73号6楼（16-21号铺）、7楼（整层）、8楼（整层）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岸区海铜路1号新宝龙钻石国际大厦32、33层
成立日期：2014年11月24日 邮政编码：400000 联系电话：13637896679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

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
保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5月1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本报讯 （记者 韩毅）5月19日，中
国旅游日。2020年“中国旅游日”重庆分
会场活动在永川区乐和乐都主题公园启
幕，川渝文旅互动、景区门票打折、旅游扶
贫助残等一系列主题活动缤纷亮相。川
渝多地携手拉动旅游消费，推动文旅复
苏，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乐和乐都景区推出了网上门票（成人
票）砍价活动。即日至5月30日，前800名
砍价成功者每张门票仅需61元/张门票，在
5月30日至6月1日带孩子入园游玩（儿童
节期间，景区对14岁及以下儿童免门票）。

江津区当天举办了“中国旅游日”暨
泸州、宜宾、江津“三城惠游”启动仪式，
宣布联合四川泸州、宜宾推动三城一体

化发展，并发布“三城惠游”政策，包括四
面山景区对四川籍游客赠送1万张门票，
泸州、宜宾两地居民游玩四面山景区与
江津本地居民享受同等门票优惠，泸州
的泸州老窖旅游区、古郎景区等10家景
区向重庆游客赠送超过4万张门票，宜宾
的蜀南竹海、兴文石海等52家景区对重
庆游客免费、打折等，推动三城文旅融入
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

梁平区滑石古寨景区5月19日、20
日免门票。

此外，涪陵、垫江、潼南、黔江、开州、
巫山等多个区县均围绕中国旅游日策划
组织了丰富多彩主题活动，推出了一系
列门票优惠政策。

“中国旅游日”重庆分会场活动启幕

川渝多景区联手推出优惠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黄乔）5月19日，
市高法院举行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
建设新闻发布会。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
获悉，近年来，重庆法院全面推进多元解
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建成了“1+10”
诉讼服务系统，全面推进在线诉讼服务。
今年一季度，全市法院新收案件和登记立
案案件同比下降均超30%，网上成功立
案占新收一审民商事案件57.4%。

市高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1+10”
诉讼服务系统中，即“一个中心、十个系
统”。“一个中心”，就是以重庆法院数据
云中心，汇聚了全市法院审判工作、队伍
建设以及政务管理等基础数据；“十个系
统”，就是以“易诉”平台为核心的网上诉
讼服务系统、以“易解”平台为核心的在
线调解平台、旨在实现掌上操作的重庆
移动微法院、专门方便律师参与诉讼的
律师服务平台、12368诉讼服务热线平
台、涉诉信访管理系统、以“易达””平台
为核心的统一送达平台、全市统一的委

托鉴定系统、网上保全系统以及视频监
控系统。

“我们大力推广诉讼服务信息化，积
极引导当事人选择在线诉讼服务。”该负
责人介绍，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市高法院联合市司法局、律师协会印发
《关于全面推进在线诉讼服务充分保障当
事人诉讼权利的通知》，让人民群众足不
出户就能参与诉讼。同时，强力推进民商
事网上立案案件无纸化办理工作，对当事
人选择网上立案的，除确有必要现场提交
材料外，庭审前一律网上办理。

据介绍，近年来，全市法院网上立案
数量持续增长，已经成为与窗口立案并重
的一种立案方式。2019年，依托易诉平
台，强力推进网上立案，全市法院通过网
上立案 198038 件，占一审民事案件的
40.9%。此外，“易解”平台开通后，已登
记注册调解组织2732个、调解员9175
名，实现诉前调解案件信息上网率
100%。

建成“1+10”诉讼服务系统

重庆法院全面推进在线诉讼服务

本报讯 （记者 黄乔）5月19日，重
庆日报记者在渝中区法院了解，该院诉讼
服务中心全面升级，通过运用智能化实现
了“一网通办”。

当天，记者在智慧诉讼服务区看到，
虚拟3D诉讼导航机、自助立案一体机、
自助查询触摸屏、自助打印复印机、材料
收转“云柜”、诉讼风险一体机、智能诉状
生成机等7项智能设备，为当事人提供人
工智能诉讼指南、诉状生成、风险预估、跨
域立案、自助查询、自助打印、自主联系等
诉讼服务。

“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作为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举措，

要求我们全面推进诉讼服务中心转型升
级，实现立案窗口服务向诉讼全程服务的
功能转型，真正做到一站式解纷、全方位
服务。”渝中区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院
通过推动线上线下诉讼服务深度融合，实
现服务方式从大厅现场服务向线上线下
立体化服务转变，推动让群众诉讼由“难”
变“易”。

如今，当事人凭借一部手机，登录一
个系统，即可“通办”全市法院各项诉讼事
务。据统计，2019年，渝中区法院通过

“易诉”平台，网上立案22887件，占新收
民商事案件总数的69%。通过“易解”平
台，分流案件5764件，成功调处2912件。

渝中区法院诉讼服务实现“一网通办”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