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研岐黄 造福患者梁平区中医院

健康帮扶
为贫困患者筑牢医疗保障

“真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家住梁平紫龙
村的困难户老刘出院时感慨道。一周前，他因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来到梁平区中医院肺
病科住院治疗。住院9天，住院总费用10667元，
经过医保报销、民政救助、医院兜底救助等多重医
疗保障报销支持，自付仅80元。

据了解，医院于2018年成立精准扶贫对接帮
扶工作领导小组，严格落实健康扶贫政策，做好

“一站式”结算、“先诊疗后付费”及建档立卡贫困
户住院“兜底报账”等工作，3年来，让贫困患者“病
有所医，医有所保”。

医院建立帮扶台账，先后与福禄镇四安村、青
桥村各1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建立一对一帮扶关
系，开展每月入户走访，并选派1名驻村干部进行
蹲点扶贫，2020年 12月帮扶的12户贫困户全部
脱贫；为定点帮扶乡镇提供产业帮扶资金共计20
万元，医院积极开展消费扶贫，号召职工购买贫困
地区农副产品，全院职工购买扶贫产品 12余万
元。

为确保建卡贫困户特病办理应办尽办，医院
开展建卡贫困人员特病鉴定服务下乡镇活动，目
前已为166人及时办理了签定。

三大项目
提升百姓就医体验

为持续改善患者就医体验，不断提升患者就医
获得感，近年来该院启动园区分院建设项目、医院
住院综合楼建设项目、内科楼和妇儿科楼改建修复
工程，将形成一本部一分院运营模式，目前新老院
区同时运行，百姓就医将更便捷。

2020年12月，梁平区中医院园区分院（重庆梁
平高新医院）正式开诊，先行开放门诊部，包含内
科、外科、妇产科、儿科，放射科、B超科、检验科、心
电科、中西药房等将陆续完善开放。梁平区中医院
园区分院（重庆梁平高新医院）按照二级中医院标
准建设，位于重庆市梁平区高新大道和福德大道交
汇处西南侧，总投资8000万元，占地面积30亩，总
建筑面积21263.84平方米，其中地下停车库面积
6000平方米，设置床位200张，各楼层病房、功能用
房将于今年初完工。园区分院门诊的开诊，为梁平
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居民解决了就医不便的问
题。

目前，梁平区中医院住院综合楼（重庆市梁平
区残疾人康复中心）项目正如火如荼建设中，将于
今年5月正式投用。据介绍，该项目共14层，建筑
面积34551.85平方米，其中地下停车场1.2万平方

米，将设置床位500张，地下停车位331个，总投资
1.7亿元。

“医院目前有国家级中医特色专科2个，市级中
医特色专科2个，区级中医重点专科5个，搬入新院
区后，将更加突出中医专科的建设。”梁平区中医院
院长吴启斌介绍说，搬迁后，提升就医环境的同时，
在科室设置等方面将进一步彰显中医特色，强化内
涵建设，积极打造“院有专科、科有专病、病有专技、
技有专人”的中医特色品牌医院，满足广大群众中
医特色诊疗服务的需要，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从而
推动梁平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党建引领
实现医院全面发展

党建工作是医院科学发展的政治保障和强大
动力，对提升医院核心竞争力，推动医院又快又好
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为此，梁平区中医院党委以党
建工作统领医院建设方向，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
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引领医院发展迈上新的台
阶，推进医院稳步实现发展和转型跨越。

思想建设是党建的灵魂工作，该院切实抓好日
常学习，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坚持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通过党委中心组学习扩
大会议及时传达学习市委、区委重要会议及文件精
神。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通
过一系列学习，把党的信仰深入骨髓、融入血脉，使
服务群众的初心根植到每一个医务人员的日常工

作中，切实增进群众的健康福祉。
一个党员一面旗帜，一个支部一座堡垒。着力

基层基础，医院优化党支部设置，坚持“应建尽建原
则”，2019年8月重新成立行政后勤支部、退休支部
及内科联合支部等8个党支部；选拔优秀党员担任
各支部委员，按照“双任双免”规定选拔优秀中层干
部党员任党支部书记，切实履行“一岗双责”，推进
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相融合；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做好党员发展工作，努力推进“把骨干发展成党员、
把党员培养成骨干”的“双培计划”，目前医院有2名
预备党员，3名发展对象，19名入党积极分子，13人
提交入党申请书。

“十四五”开局
创新推动医院高质量建设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梁平区中医院谋长远，
继续开创新局面。吴启斌表示：“‘十四五’时期，医
院开启新征程，将不断提高医疗质量、提高服务能
力、提高管理层次，持续改善医院环境、就医感受、
绩效水平，办让病人满意、职工满意、社会满意的中
医院，实现跨越式发展。”

医院将坚持“中医立院，人才强院，特色兴院”
的医院宗旨，以中医为本，坚持中医药特色优势和
西医综合医疗并重，大力培植中医重点专科和特色
优势学科，全面推进规划化管理，创新发展，加快推
进现代化综合性中医医院建设。

梁平区中医院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
初期，是一所集临床、科研、教学、预防保
健、康复、急救等为一体的二级甲等综合
性中医医院。在过去的五年，梁平区中医
院凝聚智慧和力量，牢固树立“以病人为
中心”的服务理念，积极推动美丽医院、智
慧医院建设，有序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紧
紧围绕和服务人民健康的发展大局，坚持
科学发展观，改革创新，不断提升服务水
平，医院各项工作取得成效显著，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日益增强，坚
持与人民健康同行，守护着千家万户的

“健康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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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成绩单

“十三五”时期，梁平区中医院着力
打造优势学科、特色专科，优化学科结
构，新增康复理疗科、儿科、脾胃病科、
肺病科等学科专业。从原来的8个住院
部科室增加为12个，科室重症监护病房
建设初具规模，脑病科、心病科、肺病
科、外科成立科室重症病房，为中心
ICU建设打下基础。卒中中心已初步
建成，为患者提供高效、便捷的从院前、
急诊、住院全流程绿色通道。成功创建
区级临床重点专科4个，中医重点专科
3个，成功创建脑病科、护理学科等市级
重点专科，骨伤科成功创建为我市特色
专科，市级科研立项6个。

何婧 张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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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五一技师学院办学70周年发展之路

2021 年，对重庆
五一技师学院而言，
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一年。70年前，学校
“前世”——公营重庆
市搬运公司五一机器
制造厂应时代之需在
重庆创立。

70年风雨兼程，
70年初心不改。经历
了从厂办校到校办
厂，再从一所普通学
校“提档升级”为技师
学院，每一步都走得
坚实有力。

厚 重 的 人 文 底
蕴，独特的“五一”文
化，丰硕的育人成果，
让重庆五一技师学院
拥有了自身独特的优
势与魅力。在市人力
社保局党组的领导
下，近些年，学校各项
工作均取得了重大突
破和进展。在新时
代、新起点、新征程
中，全力书写学校未
来发展的奋进篇章。

校庆工作联系电话
023-62292203

记一段历史
照亮职教前行之路

厚重的历史是一所学校的办学底
气。回望70年的艰辛发展历程，重庆五
一技师学院于百废待兴中建立，在历史
的更迭中创变新生，以厚积薄发之势，
探寻职教发展之路。

探寻的每一个脚步，都紧随国家政
策，适应时代发展，解决人才之需。学
校70年的发展变迁，也映射出新中国职
业教育曲折而辉煌的发展历程。

70年前，国家百业待举，重庆五一
技师学院迎着新中国的曙光，迈出了职
业教育的第一步；40多年前，我国改革
开放，学校沐浴着职教改革的春风，迎
来了蓬勃发展的契机；2021年，是“十四
五”开局之年，学校牢记新时代职业教
育的责任与使命，开启了争创“特色鲜
明、全国一流”的现代化技工院校的新
征程。

经过70年的发展，学校已建设成为
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
学校、首批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首批国家职业训练院建设试点单
位；被评为“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第六届“黄炎
培职业教育优秀学校”……学校办学成
绩得到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与赞赏。

70年的光辉历程，是“五一”人艰苦
奋斗的70年，是“五一”人勇于创新的
70年，是“五一”人取得佳绩的70年。

从硬件设施而言，学校两迁校址、
三易校名，从江北三洞桥到巴南龙洲
湾，从占地30亩发展到600余亩，新校
区投资9.6亿元，建筑面积近16万平方
米，在校生可容10000余人。

在教育“软实力”方面，学校有高级
职称教师58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4人，全国技术能手7人，国家技
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全国职教先进
个人、全国模范教师各1人。

目前，学校有国家示范建设专业4
个、重庆市技工院校精品专业6个、重庆

市中等职业学校重点特色专业2个，重
庆市中等职业教育双基地建设专业2
个，重庆市中职紧缺骨干专业1个。

勤劳的“五一”人用汗水与智慧、传
承和发展、专注和坚守书写了自己的历
史，谱写了一首动听的“教育赞歌”。

承一种文化
搭建内涵发展之桥

“五一”是劳动者的代号，“五一”文
化是学校发展的灵魂。

70年来，学校的名字在变、地址在
变，而唯一不变的是“五一”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

何为“五一”文化？可简单概括为
以“精”为核心的工匠精神、以“勤”为代
表的劳模精神、以“新”为核心的创新精
神。简单的3个字，浓缩了“五一”文化
的核心，承载了学校70年历史的“厚
度”。无论是在校的莘莘学子，还是退
休的教职员工，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

一动，无不受“五一”文化的熏陶与浸
润。

一把剪刀，追求的是精湛的技艺。
因为有了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聂凤
方能在第43届世赛美发项目中勇夺桂
冠，实现中国金牌零的突破，用行动诠
释“工匠精神”。

一件小事，讲究的是无私奉献。因
为有了这种“乐于奉献”的精神，每名教
职工才会一直在自己的岗位尽职尽责、
默默奉献，成为人人学习的“劳模榜
样”。

一次突破，打破的是常规思维。因
为有了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学校选
拔的58名优秀学生公费留学，开创了我
市中职生公派留学先河，成为大家学习
的典范。

“我1962年进入学校，与学校一起
成长了几十年，也见证了学校的发展变
迁。学校的文化、精神已融入我的血脉
之中和灵魂深处。”一名退休教师表示。

一直以来，重庆五一技师学院以
“厚德强技，爱国敬业”为校训，大力弘

扬“精、勤、新”文化，积极探索培养新时
代高技能人才的路径，以“高端引领、内
涵发展、校企合作”发展思路，深化产教
融合，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

砥砺前行的“五一”人不忘立德树
人教育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教育使命，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
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着源源
不断的动力。

育一批匠人
推开国际化发展之窗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质量是
衡量教育水平的重要标准。

经过70年的探索与发展，重庆五一
技师学院在办学条件、专业建设、师资
队伍、开放办学、育人质量、服务能力、
示范作用、社会效应等方面的影响力显
著提升，实现了办学、治校、育人的跨越
式发展，在重庆乃至全国产生了较大影
响。

学校连续4届获批成为世界技能大
赛汽车技术、美发项目中国队集训基
地，连续两届获批成为管道与制暖项目
中国队集训基地，培养的选手在世界技
能大赛上获得2金4银4优胜奖，为中
国实现世赛金牌零的突破作出了重要
贡献。

学校举办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班，
培养2年制企业工匠近1万人；服务企
业人才职业技能提升，定制化培训10万
余人；组织技能“进农村、进社区、进家
庭”，受益群众近1万人；面向失业人员、
农民工、库区移民开展技能培训7万余
人。

学校坚持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先
后与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德国、韩
国等国家的企业和学校签订国际交流
合作协议。积极参加国际赛事交流，选
派学生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一带一路”
国际技能大赛、大洋洲技能挑战赛等国
际赛事，获金、银牌等12个。

同时，为汲取国际先进经验，学校
累计派出教师近100人次赴德国、新加
坡等9个国家考察学习，与俄罗斯、加拿
大等10余个国家200余名专家、学者展
开交流；成立“一带一路”国际技能研究
院，服务国家战略，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技能交流、技能展示搭建平台。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重庆
五一技师学院也将迎来建校70周年。

“学校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进一步凝
炼和传承“五一”文化，牢记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牢固树立机遇意识、责任意识
和发展意识，着力推进校园文化涵育、
人才培养赋能、科学研究创新等‘10项
提质赋能计划’，不断推动学校高质量
发展、特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校长孙
玉伟说。

在学校建校70周年来临之际，欢迎
广大校友为母校建言献策，提供历史资
料、照片。更多信息，敬请关注学校官
方微信。

文/图 何霜 韦娜 李显彦

学校全景

以“五一”文化 育栋梁之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