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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是我市全面推行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第三天，各医院也迎来首个
周一就诊高峰。记者发现，选择去一二
级医院看病的患者多了，在三级医院
中，挂普通门诊号的也明显增加，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分级诊疗的实施。

普通门诊号受患者青睐

昨日早上8点多，在市人民医院门
诊大厅，前来挂号的市民已经排起了队。

“我挂个内分泌科的普通号。”站在
挂号窗口前，有些头晕的陈女士说，“我
怀疑是不是血压引起的。”

与其他患者不同的是，早在前几
天，陈女士就了解过新的医改政策。她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挂主任号，诊
察费是30元，医保报销10元，自付就是

20元。“我不如就挂个普通号，自己只付
5元，反正也不是什么大病。”陈女士说，
加上药品取消加成后，药价也会便宜不
少，“总体来说，还是老百姓受益多！”

像陈女士这样的患者还真不少。
“医改以来，来院挂普通门诊号就诊的
患者达到 50%以上，比之前增加了
20%。”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轩
若亮说，通过增加号源，患者可以选择
普通门诊，不用一定去看专家门诊，从
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分流作用。

在市肿瘤医院，挂普通门诊号更是
达到81%，较以前增加30%。据该院院
长吴永忠介绍，医院要求各临床科室必
须每日开设普通门诊，有2-3个门诊的
科室，全天须开通1个普通门诊；只有1
个门诊的科室，将专家门诊改为普通门
诊，确保全院普通门诊号源充足。

去一二级医院看病的患者多了

昨日上午10点过，在九龙坡区人
民医院，患者李先生正在做化疗。2013
年，李先生在重医附一院被查出患直肠
癌，需要经常住院化疗。

“在三级医院住院，住院费和检查
费都贵些，划不来。”所以李先生选择在
区医院进行化疗，离家也近。他拿着住
院清单对记者说，以住院诊察费来说，
三级医院是25元，二级医院才20元。

“医改后，来医院就诊的患者也在逐
渐增多。”九龙坡区人民医院院长邓泽虎
介绍，这是因为经济杠杆的作用，加上保
险政策的引导，吸引常见病、多发病、慢
性病患者到基层就诊，从而推进分级诊
疗在我市的实施。

肿瘤患者受益多

据了解，此次改革受益较多的要算
肿瘤患者了。

“以分子靶向药物为例，取消药品
加成后，一般来说要降几百元。”市肿瘤
医院院长吴永忠介绍，加上大型设备检
查类项目价格降低，让不少肿瘤患者的
负担下降。

吴永忠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该院
曾提取了具有代表性的肺癌患者进行过
单独测算。以一名住院13天的肺癌手
术患者为例，改革前，个人自付部分为
16245.85元。改革后，个人自付部分为
15608.73元，总费用降低了637.12元。
其中，CT、MRI费用个人自付部分降低
276.11元，药品费用降低114.07元。

全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迎来首个就诊高峰

选择去一二级医院看病的患者多了
本报记者 李珩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通讯
员 曾磊）9月10日晚，CCTV-1播放
了“2017寻找最美教师”大型公益活动
颁奖典礼。西南大学女子国旗班应邀
赴京参加了颁奖典礼的录制，承担开场

和尾声节目表演。
10日21时，由教育部和中央电视

台联合主办的“2017寻找最美教师”
大型公益活动颁奖典礼在CCTV-1
准时播出。西南大学女子国旗班的90

个姑娘，身着红、白两种礼宾服，进行
了开场仪式《致敬最美》节目表演，完
成转枪、流水劈枪等高难度动作，成为
全场最亮丽的风景。

“学校女子国旗班成立于 2007

年，一直是30人左右的规模。”西南大
学学生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接到央
视的演出邀请后，国旗班紧急召回了
前几届的老队员，组成了30人的枪操
方阵和60人的队列方阵。

本报讯 （记者 曾立）“今日抢到
31张油票”“今日抢到48张油票”——9
月7日，金九月“国通石油手机购油电
商节”推出“1亿油票红包”活动，吸引了
车主们的关注，前三天就有30万人参
与其中。你抢到多少红包？成为当下
重庆朋友圈的热门话题。

为引导消费者从现金加油、刷卡加
油向手机加油转变，助推我市打造“移
动支付之城”，国通石油储油卡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通石油”）在金九
月“国通石油手机购油电商节”期间，推
出“1亿油票红包”活动。

即从9月7日起到月底，国通石油微
信公众号上天天下“油票红包雨”，每天上
午10点开抢。市民和车主用抢到的油票
在国通石油APP上购油，可享8折优惠。

8折优惠！对于几乎从不打折的成
品油来说确实诱人。9月7日一大早，
许多车主已经在朋友圈互相提醒：“别
忘了10点抢油票哦！”

当日上午10点，国通石油微信公众
号后台显示，在线用户数迅速攀升，仅半
个小时，参与活动的用户就已经超过5万
人。“今日抢到31张油票”“今日抢到48
张油票”——车主们纷纷在朋友圈晒出自
己的“手气”，并互相提醒“明天继续”。

据介绍，“1亿油票红包”活动每天

都会有一名幸运用户抢到1万张油票
的大红包，同时还有多个1000、500、
200张的油票红包，除此之外，还有随
机产生的大量小红包。

9月7日—9日三天，已经有30多
万名用户参与到抢油票红包的活动
中。其中，3名抢到1万张油票红包的
幸运用户，分别来自渝北区、沙坪坝区
和九龙坡区。

国通石油相关负责人提醒广大车
主，抢到的油票不能直接加油，它只是一

个凭证，用油票购油可以享受8折优惠。
同时，“1亿油票红包”活动仍在继续，将
一直持续到本月底，抢到的油票红包可累
计使用，广大车主们继续拼手气吧。

９月７日至９日

30万人3天疯抢1亿油票红包

9月8日，在北京大学2017年的开学
典礼上，毕业于重庆八中的赵兰昕代表全
校1万余名刚入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发言。

为何选中赵兰昕来代表北大新生
发言？她的发言又有哪些精彩之处？

赵兰昕从小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学
霸。她的爸爸赵立强介绍，从小赵兰昕
就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两三岁时就开
始自己翻看图画书了。无论课业多忙，
赵兰昕都会抽时间阅读。她在读初三
时，是一个月读一本书，初一初二的时
候，大约一周读两本书，每当看到喜欢的
句子，她还会写下来，现在已经有了四大
本摘抄本。

2014年，赵兰昕以全市中考第一
名的成绩考入重庆八中。中学期间，她
曾获得中国女子数学奥林匹克全国第

一名、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
牌。今年，她以703分排名重庆市高考
理科第五，顺利被北京大学录取。

让所有人吃惊的是，考入北大后，赵
兰昕这位理科学霸却选择了中文和心理
学两个似乎与理科不太搭界的专业。

不过，也正是她的优秀和她的“不走
寻常路”，让她成为了今年北京大学的新
生代表，站上了北大开学典礼的发言席。

“数学固然是一条引人入胜的道
路，但写作才是我的热情所在。”开学典
礼上，赵兰昕以“因热爱，而成长”为题，
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道出了自己选
择背后的原因。

“我发现平凡的人们都有生动的悲喜
爱恨、聚合分离，我内心有一种去记述的愿
望。我希望，由我执笔，为我们的时代添一
笔柔软的铭文。”赵兰昕在发言中说。

“在文学的世界里，我没有拿过金
牌，也没有人告诉我，说相信我能成为
一个很棒的作家。但是我还是选择了
自己坚信的道路，即使波折、甚至失败
也不会让我畏惧。”在发言中谈起自己
的选择，赵兰昕无怨无悔地说，就是想
要看看自己究竟能走多远。

对于赵兰昕的选择，她的高中班主
任老师罗来莉说：“支持她的选择，有梦
想就要去追寻，相信她能做得很好。”

北京大学开学典礼

这个重庆女孩代表万名新生发言
本报记者 匡丽娜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9月
11日，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
第三支队四大队发布消息称：因对部
分桥梁开展桥面铺装病害处置，9月
11日起至10月20日，渝湘高速酉阳
段瓦厂坝大桥及酉阳南互通主线2
号桥两座桥梁将封闭施工，届时该路
段实施单道双通，并有相应管制。

具体管制如下：
9月11日起至10月20日，出城

方向（重庆至湖南方向）1923KM-

1927KM路段封闭施工（出城渝湘高
速与S26酉沿高速接道处至酉阳收费
站正线路段），出城方向酉阳收费站将
不能下道，到酉阳的车辆可提前在桃
花源收费站下道，或者经过施工区域
后继续前行5公里在板溪收费站调
头，酉阳收费站上道车辆不受影响。

执法部门提醒，本次施工周期较
长，请通行该路段车辆提前规划好线
路，要注意路面标志标牌提示。施工
期间，禁止尺寸超限车辆通行。

9月11日至10月20日

渝湘高速酉阳段桥面施工
部分路段交通管制

本报讯 （记者 李珩）9月9日
至15日是“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全国
大型义诊活动周，主题为义诊服务深
度贫苦地区，助力健康扶贫。近日，
由国家卫计委选派的陆军军医大学
西南医院11名医护专家，组成“国家
医疗队”启程赴新疆喀什开展为期一
周的义诊巡诊活动。

记者了解到，这11名医护专家将
在喀什市人民医院和疏勒县人民医院
开展两次大型义诊和8次专题讲座活
动，并前往周边4个乡镇卫生院巡诊。
根据计划安排，医疗队还将在当地医院
开展查房疑难病例会诊、技术管理培训
等帮带工作，依托当地诊疗机构开展诊
疗活动，为当地群众提供健康服务。

西南医院11名医护专家赴新疆义诊

本报讯 （记者 韩毅）9月11
日，记者从市旅游局获悉，重庆市导
游协会导游维权服务中心正式成立，
为导游提供合理的维权服务。

为此，新成立的导游维权服务中
心，将免费为导游提供服务。导游遇

到维权事宜，只需向公开邮箱提出维
权申请。导游维权服务中心会在24
小时内通过电子邮件回复，并根据实
际情况安排人员进行咨询、调查和调
解；调解不成的，将协助导游通过仲
裁、诉讼等维权。

我市成立导游维权服务中心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9月10
日，西南大学举行2017级本科新生开
学典礼。1万余名新生中，即将满23岁
的周经伦是本届新生中年纪最大的。
不过，他可是两家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周经伦是山西运城人，从小天资聪
颖，活动能力强。读中学时，他除了参加
校园活动、社会实践，还饱读诗书，喜欢国
学、历史方面的书籍，曾获得过全国青少
年书法绘画大赛铜奖。尽管爱好广泛，但
学业并未因此而落下。

2011年12月，运城的红富士苹果

丰收却滞销，农民都很犯愁。当时作为
学校“经伦商会”创始人，正读高二的周
经伦却从中发现商机：可以利用圣诞
节，将苹果好好包装一番，变为“平安
果”销售。于是，周经伦发动“经伦商
会”的同学，卖出了几万斤苹果，挖到创
业的第一桶金。

高中毕业后，周经伦本打算出国深
造。但他在北京学习英语时，却结识了
一些创业者朋友，加上他对商业有浓厚
的兴趣，于是便留在北京创业。2014
年，周经伦进军移动前端，推出“看我”
阅读器。

历经几次创业后，周经伦目前已是
两家公司的创始人兼CEO——上海白
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创业投
资和融资租赁；山西白泽新能源有限公
司，主要做新能源。

随着公司的发展，周经伦发现自己
的知识储备已经满足不了需要。去年
11月，他决心回到校园“充电”，今年6月
成功考取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重庆
的发展机会很多，我也希望利用在校的
时间系统学习经济、法律、心理学等方面
的知识。”周经伦说，自己会珍惜大学时
光，好好地学习。

这名大学新生已是两家公司的CEO

创业成功的周经伦重返校园学习。
通讯员 袁铭泽 摄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近日，
记者从市足协获悉，重庆市足球协会
青训中心训练营已正式启动。即日

起，来自全市各区县的140名小球员
将在奥体中心附近的驰骋球场接受
为期半年的专业训练。

市足协青训中心训练营启动

赵兰昕在北大开学典礼上代表新
生发言。 （北京大学供图）

9月7日，国网酉阳供电公司党委
举办“我身边的共产党员”故事演讲比
赛，大力弘扬先进优秀共产党员先进
事迹，教育引导公司干部员工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

演讲比赛中，13名选手各显神
通,在仪表仪态、语言表达、演讲内容
等方面进行比拼，他们满腔深情，娓
娓道来，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仿佛就在
眼前：有扎根一线、甘耐寂寞的共产
党员；有勤奋学习、勇于创新的技术
能手；也有勇挑重担、攻坚克难的业

务骨干等。富有感染力的演讲、诉
说，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每个人，引
来阵阵掌声。经过激烈的角逐后，评
委现场打分评奖。该公司职工冉燕
敏演讲的《泉水最清 大爱至美》获得
一等奖。

据悉，本次演讲活动该公司推出
了一批常年在基层默默奉献的共产党
员，让大家深受触动。这些先进典型
身处一线，为了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坚强电力保障，持之以恒、默默坚
守，令人钦佩。 黄本莹 杨兴富

酉阳供电:举办“我身边的共产党员”演讲比赛

为进一步美化、靓化城市环境，维
护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和便于市民出
行，近日，渝州路街道城管队员联合交
巡警、社区等集中开展新一轮“僵尸车”
专项整治行动，依法清理“僵尸车”20
余辆，极大地整洁、美化了市容市貌，获
得居民一致好评。

“这车子轮胎瘪了，玻璃也破了，停
在这里很久了，现在被清理走了，我们
进出也方便了。”在渝州路街道下辖的
白马凼、埝山苑等老旧社区，居民们谈
起“僵尸车”被清理的事情，无不连连叫
好。该街道市政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

介绍，经过前期的持续整治，辖区的“僵
尸车”已大幅减少，现在主要是集中清
理隐藏在老旧小区、背街小巷的“僵尸
车”。街道采取发动居民投诉，城管队
员巡防相结合模式，坚决“发现一辆，清
理一辆”，以腾出更多公共空间，打造畅
通交通秩序，实现还路于民，不断提升
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据了解，渝州路街道下一步将继续
加大巡控力度，以彻底杜绝“僵尸车”再
现，保障居民出行便利和停车秩序，持
续把“高新九龙坡、幸福渝州路”的名片
擦得更加亮丽。 魏娜

渝州路街道：清理“僵尸车”美化市容更便民

西南大学女子国旗班

亮相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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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波）9月11
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该局今年
对口支援西藏昌都开展“光明助困援
藏行动”，共对468名藏族同胞进行
筛查，为其中106人成功实施白内障
手术。

据悉，根据重庆市民政局对口支
援西藏昌都市民政工作合作协议要
求，我市与西藏昌都市开展“光明助

困援藏行动”，计划3年内每年为100
名西藏困难群众实施白内障手术。

今年首批救助于9月3日启动，
市民政局组织专家医疗队共13人，
行程5000余公里，深入昌都市芒康
县，走村串户对468名藏族同胞进行
筛查，收治患者109人，为其中106
人成功实施白内障手术，受到广大藏
族同胞热烈欢迎。

市民政局组织医疗队赴西藏昌都

为106名藏族同胞实施白内障手术

近日，中国铁人三项联赛——重庆荣昌站在万灵镇鸣枪开赛，30个组别
400名运动员参加了竞技。据了解，本次比赛是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认证的
A级赛事，由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重庆市体育局、荣昌区人民政府主办。这
也是中国铁人三项联赛首次来到西南地区。比赛由天然水域游泳、公路自行
车、公路长跑三项目组成。 记者 熊明 摄

中国铁人三项联赛荣昌站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