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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光 绽放“百年老字号”芳华

把握智慧化契机
护佑百姓生命健康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
中，中医药文化始终担负着促进百姓
健康的重要角色，长久护佑着中华民
族的繁衍昌盛。悠悠百年，桐君阁积
淀无数传统经典名方，拥有250个中
成药批准文号，独家品种20个，进入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产61个。

桐君阁的“宝库”里，蕴藏着数不
胜数的优质中药。

然而过去的丸药都是纯手工制
作，对制作技艺的要求高，质量却因制
药师傅的手艺而参差不齐，且制作速
度慢。受生产效率和生产规模的限
制，在过去，百姓一度与之无缘，无法
享受到高品质的传统中药。

“我们的中医药国粹博大精深，如
何把不为人知的好药带到每一个老百
姓身边，始终是我们的不懈追求。”董
事长刘超表示，桐君阁想要走得更远，
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谋求现代化的
创新。

刘超把目光锁定在建立“智能化”
生产。

他认识到，在医药工业化时代，智
能化助力生产提速必将是企业发展的
趋势潮流。只有运用现代化、自动化
的制药工艺，把繁杂的传统技艺转化
为批量生产流水线，桐君阁丸剂制作
才有可能重新注入全新的生命力和创
造力。

2011年，“桐君阁传统丸剂制作
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是目前唯一受国家保护的
中药传统丸剂制药技艺。

这再度说明桐君阁集地道好药和
传统技艺于一体，拥有无限潜能。同
时身为国企，桐君阁肩负满足百姓健
康需求、健康梦想的责任和使命。

那么，应当如何扬帆起航，加大生
产类似“沉香化气片”的优质中药产
品，让老百姓吃上价廉物美、疗效更好
的传统中药？刘超带领桐君阁建立

“智慧化”工厂，走上了“智能化”生产
之路。事实证明，这是一条具有前瞻
性的道路。

打造智能化工厂
点燃中药时代薪火

在刘超的带领下，2013年，桐君
阁药厂在涪陵李渡厂区启动了3万平
方米智能化生产车间的建设，并于
2016年正式投产建成。

截至今年4月，桐君阁药厂在重
庆涪陵李渡工业园区建成了一座智能
化工厂，含固体制剂、液体制剂两个数
字化车间和一幢智能化立体仓库。该
智能工厂总建筑面积约 9.4 万平方
米，有智能化设备600台（套），有22
条智能化包装生产线和智能化物流输
送设备，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智能
工厂设备设施总投资2.5亿元，形成
年产中成药固体制剂4000吨，液体制

剂18亿支的生产能力。
来到涪陵李渡厂区，仿若进入一

处“智慧”化身的优美花园。这里先进
设备逾千台套，其中10余台德国进口
的机器人正高效地“忙忙碌碌”，有条
不紊地制作、包装中药产品。据悉，这
些智能化设备可实现关键工序数控化
95%以上，生产效率提高50%以上，
产品生产周期缩短30%以上，单位产
值能耗降低15%以上，真正提高生产
效率，实现绿色化环保生产。

“品贵不减物，制繁不省工”是桐
君阁世代相传的祖训。走上智能化生
产道路的同时，做“高品质、高疗效的
传统中药”的理念依然深深铭记于桐
君阁人心中。

涪陵李渡厂区的自动化、智能化
中药制剂生产线，完美把提高产量和
提升质量合二为一，使传统的制作技
艺与现代化的生产手段相互融合，真
正达到“信息深度自感知、智慧优化自
决策、精确控制自执行”的智能制造目
标，成功实现中成药生产自动化、智能
化、质量控制数字化。

智能化设备通过采集、传输数据，
成功打通了企业各部门工作环节中的
业务沟通、信息处理、流程协作、质量
监控、内外协作、资源整合、营销推动、
生产制造、产品供应、决策分析等问
题，使桐君阁的中药生产具有严格的
工艺流程、精细化的参数控制，极大提
升了中医药的生产效率，切实保障了
产品的生产质量和稳定性。

开拓现代化道路
吐露百年国企芳菲

依托涪陵李渡厂区的这条智能生
产线，8年时间，桐君阁销售额从0.7
亿增长到10.7亿，整整增长了15倍。

其中，“沉香化气片”这一传统经
典古方药采用直粉压片技术，进行现
代化生产工艺制作，成功占领市场，实
现了华美的转身；自从有了智能生产
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养生丸剂丹药

“还少丹”销售金额从2010年的4万
元增长到2019年的4185万元，告别
了“养在深闺人不识”的状态。据了

解，桐君阁药厂涪陵分厂现已是单栋
体量位于亚洲第二的中成药制造车
间，桐君阁药厂的产品早已从川渝走
向全国，部分药品更是出口到东南亚
等国。

这些都说明，大批的优质中药“闻
名于世”，走进寻常百姓家中，刘超带

领桐君阁朝最初的理想目标跨近了一
大步。

然而，桐君阁并没有止步于此。
在他们看来，“智能化”是一条漫漫长
路，如若不与时俱进，就只能原地踏
步。

2018年，公司荣获重庆市“数字
化车间”认定、同时获批重庆市工业和
信息化“重点实验室”。2019年，公司
荣获“重庆市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桐君阁药厂将继续加大现有产能
提升和智能化设备引进，打造高新技
术智能化生产车间，将人工智能技术
嵌入到产品设计、工艺、制造、物流、管
理、销售、服务、运输等全过程中，最终
建成以MES管理系统为核心的智能
化生产车间，成为行业示范工程。

刘超表示，百年沧海横流，桐君阁
都没有退场减色，反而大绽光芒。究
其原因，除了坚定不移地传承优秀中
药文化，更离不开“智慧生产”的赋能
添彩。眺望未来，刘超说：“我们将继
续沿着现代化、智慧化的生产道路前
进，践行企业‘以消费者为根，以奋斗
者为本’的核心价值观，恪守‘品贵不
减物，制繁不省功’的质量原则，砥砺
前行，造福更多百姓，使百年老字号萌
发新芽，再展风采芳华。”

何月梅 图片由太极集团重庆桐君阁

药厂有限公司提供

重庆桐君阁药厂
穿越百年，绽放世纪芳华；

筚路蓝缕，点靓“岐黄之光”。

这就是重庆桐君阁药厂。

从1908年到2020年，太极集团重庆桐君阁

药厂有限公司已走过110多年的风云变幻，成

为拥有“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等殊荣的中成药生产企业，从广大老百姓那儿赢得了“百年桐君阁，精制中成

药”的美誉，在巴渝乃至中国大地上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沉香化气片”精选优质进口沉香，是桐君阁倾心打造的一个重点产品，具有

顺气、消食，促进胃动力的功效，曾于2017年获得重庆市“高新技术产品”荣誉称

号。从2009年最初的171万元销售额到2019年的30709万元，沉香化气片以强

有力的姿态占据市场，满足越来越多老百姓的健康需求。

这其中究竟隐含着什么不为大众所知的发展秘密？“百年老字号”桐君阁又

是如何焕发传统中医药的活力，谱写全新的发展篇章？

涪陵李渡厂区的智能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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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医大附三院互联网医院开诊啦！

互联网医院上线
就医模式开始改变

重医大附三院互联网医院作为
我市14家互联网医院之一，经重庆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批准正式上线开
诊。据介绍，为适应疫情常态化防控
需要，响应国家“互联网+医疗健康”
发展战略，市卫健委开展互联网医院
试点工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便捷
就医通道。

重医大附三院利用自身较完善
的智慧医院构架，快速达到了市卫健
委的试点要求。目前，该院互联网医

院开设：皮肤美容、康复、眼科、营养、
内分泌、心内等门诊科室，其他科室
将陆续开放；通过图文、视频两种方
式为群众提供在线咨询、诊后复诊、
慢病续方及药品配送到家服务。其
中，“慢病续方”支持糖尿病、高血压
两个特病病种在线医保实时报销。

该院信息统计中心主任刘锋介
绍，糖尿病、高血压患者需长期服药，
通过互联网医院，可以先在网上找医
生咨询复诊，医生根据医院大数据，
能看到该患者在附三院的所有诊治
过程。然后根据患者口述以及视频
观察，调整用药。而患者在续方购药
付费时，所付费用是直接医保报销之

后的费用。这一点省去了患者再跑
腿报销的麻烦。最后，药品快递到
家，省了老年或行动不便患者跑医院
的麻烦。

刘锋介绍，互联网医院目前大致
有3种模式，一种是互联网公司运营；
一种是互联网公司和实体医院联合
运营；一种是实体医院独立运营。而
重庆大附三院采取的是独立运营模
式。随着互联网医院上线并不断升
级，患者就医模式将发生根本改变。

智慧医院建设
为互联网医院筑基

重医大附三院互联网医院是全
市首家混合所有制大型三级综合性
互联网医院。为该院互联网医院筑
基的，是其始终坚持的智慧医院建
设。

据刘锋介绍，医院实现可视化实
时智能运维管理后，借助信息化手段
开展信息运维管理，目前医院对于每
一台在用设备都能做到实时掌握，最
大程度开发了医院的运行能力。

重庆首个沃森肿瘤智能会诊中
心2018年 11月起落户重医大附三
院，由IBM开发的沃森“医生”会提供
治疗方案建议，这些建议与世界顶级

肿瘤专家高度吻合。该院AI辅助影
像诊断的广泛应用，极大提高了放射
科医生看片效率和准确率。据该院
放射科医生介绍，使用人工智能辅助
系统后，进行肺结节筛查，可以鉴别
极微小肺结节，甚至早期病灶区。这
对于肺部病变的早诊早治有关键性
作用。同时，过去不便存放的胶片，
现在可以保存到手机且通过手机屏
幕清晰地看片。

该院的全景大数据系统，正是互
联网医院能正常应用的重要基础。
通过医疗大数据平台和院管大数据
中心、医疗科研大数据中心，应用大
数据技术支撑医院管理、临床科研工
作。并建立患者360全景数据集，以
患者维度整合历次门诊、住院、体检、
随访医疗数据，方便临床通过患者健
康档案分析助力诊疗。在互联网医
院上，这将成为接诊医生的重要参
考。

据该院常务副院长严敏介绍，医
院按照“一个平台、两个中心、八大类
应用”进行信息化顶层设计，基于信
息集成平台开展信息化建设。围绕

“智慧就诊、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
慧管理”四大板块，信息系统与业务
流程紧密结合，不断创新与探索“智
慧医院”建设。正是依托这样坚实的
智慧医院基础，互联网医院上线才具

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扫个二维码
互联网医院轻松存手机上

昨天下午，市民张先生体验了一
把互联网医院。首先，张先生通过二
维码关注了重医大附三院互联网医
院。然后在指引下完成了注册以及
重庆市电子健康卡的申领。

据介绍，电子健康卡可以记录患
者就诊过程，并将在未来实现跨院通
用，相当于一个随身的电子病历。

由于张先生最近刚体检，对于自
己的BMI值有疑问，于是想找营养方
面的医生咨询。点首页咨询图标后，
进入选择页面。各科室接诊医生都
在上面。张先生找到临床营养科门
诊，点击主治医师刘红的图标。

在线咨询网上挂号费现在是1元
钱。付费后，选择图文或视频接诊。
张先生选图文接诊后，稍等手机就有
提示，您的医生已经在线，这时，页面
成为了医患对话页面。最先显现示
的是一组字母和数字组成的号码。
据介绍，这是接诊号，每个接诊号都
将在卫健委有关系统里备案。

张先生告诉医生自己体检后的
BMI值。随后医生询问了他的身高
和体重。经过计算，张先生的正常
BMI值是18.5至23.9之间，而张先生
属于明显超重了。

随后，刘医生查看张先生上传的
体检表后，对他的三餐饮食以及运动
方式提出建议，回答张先生提出的一
些问题。并建议张先生到院进行一
次人体成分测定。

“这还真好用。”张先生说，胖不
算病，但是却易导致很多疾病。但是
总不至于有点胖就去医院吧。通过
互联网医院咨询医生，这下知道该怎
么做了。“这个对一些小病或者复查
很有用。都不用跑医院了。”张先生
说，自己也是老鼻炎了，每次去医院，
排半天队，开的药基本一样。以后，
通过互联网医院复诊功能，也许就不
用再每次去医院了。

冯超 图片由重医大附三院提供

医生网上接诊开处方，药品

快递到家，智慧医院让你足不出

户手机看病。

8日，重医大附三院互联网

医院上线开诊。患者通过一部智

能手机，不仅能实现看病不排队，

预约检查时间等功能，还能在线

咨询医生、复诊、开药,最后药品

还能快递直送到家里。足不出户

手机看病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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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互联网医院

1、互联网医院注册流程：关注“重

医大附三院互联网医院”微信服务号

点击“我的”点击“健康卡管理”点击

“添加就诊卡”，按照操作指引完成实

名认证及重庆市电子健康卡申领。

（1）关注“重医大附三院互联网医

院”微信服务号。

（2）在线实名认证申领电子健康

卡。

2、功能使用

（1）在线咨询：专家医生在线答疑

解惑，不能开具处方，不支持医保报

销。

（2）诊后复诊：针对复诊患者，需

提供近期就诊记录，可以在线开具处

方，不支持医保报销。

（3）慢病续方：针对已经在重医大

附三院办理医保特病定点的高血压、

糖尿病慢病患者，需提供近期就诊记

录，可以在线开具处方，重庆市医保实

时在线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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