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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行动计划落地重庆，

是基于重庆近年大数据发展已有良
好基础，希望能够以重庆为带动，广
泛吸纳西南地区有数据资源能力的
优势企业共同参与，更好地满足西南
地区数据融合治理需求

为何选择落地重庆？11
“数据长城”计划是国家信

息中心联合大数据业内优势企
业共同推出的公益性、开放性
活动，主要是联合企业方面共
同探索建设政企协同的国家数
据资源储备体系

什么是“数据长城”计划？ 未来对重庆有何意义？

一方面有助于促进以数据为基
础的线上业态、线上服务和线上管
理发展；一方面有助于更好地对接
国家资源，让数据更好地服务“一带
一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大
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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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长城” 问33圆桌会

主持记者： 夏元
访谈嘉宾：

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

陈强
市大数据发展局副局长 杨帆
数字重庆大数据应用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严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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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去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诊疗 8901 万人次

数据来源：市卫生健康委 制图/乔宇

本报讯 （记者 李珩）4月1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目前，
全市共有17个区县正在试点区县域医共
体改革，实行“财通、医通、人通”，提升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让群众就近就医。

这17个区县分别是忠县、万州、黔
江、九龙坡、北碚、巴南、永川、南川、大
足、璧山、铜梁、潼南、荣昌、巫山、石柱、
秀山、彭水。据了解，这些区县的试点建
设各有特点，潼南是以区人民医院和中
医院为龙头组建纵向联合医共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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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等多数区县则

是以两家县级公立医院为龙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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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共体。

“通过试点医共体改革，我市县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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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透露，我市将进一步扩大试点范
围，让基层群众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17个区县开展区县域医共体改革

纵深>>>

□本报记者 吴国红 李珩

3月31日早上8点刚过，忠县石子
乡卫生院康复科诊室就已经来了五六
个病人。36岁的乔桂香医生正忙着敷
膏药、做推拿。看着她穿梭不停的身
影，一个老病号竖起了大拇指：“莫看这
女娃娃年轻，本事大呢！”

乔桂香的“吃香”，与她到县中医院
康复科学习分不开。卫生院除了乔桂
香外，刘亚林、黄丹、刘文军等医生的名
字在病人中也叫得响。县中医院还会
定期派专家来此坐诊。卫生院整体搬
迁后硬件设施和院内环境也得到了极
大改善。这让之前动辄就往县城甚至
市里就医的乡亲们，都就近来这里看病
了。据统计，2019年，石子乡卫生院的
门诊量增长了近50%。

石子乡卫生院的变化，是忠县“纵
联横合”医共体改革、让基层医疗机构
强起来的缩影。2019年，全县县域内就
诊率和基层首诊率分别达 92.6%和
72.45%，大部分群众在基层就能看好
病。国务院办公厅表彰忠县为“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成效较为明显的地方”。

纵联
实现“人通、医通、财通”，

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石子乡距离县城约47公里，是忠
县较偏远的乡镇之一。石子乡卫生院
就在场镇边上。2018年9月，该卫生院
成为忠县中医院的医共体成员单位，卫
生院的医生因此获得了去县中医院进
修的机会，乔桂香便是其中一员。

事实上，通过进修学习提高医生的
业务水平，仅是忠县医共体改革中的措
施之一。该县以忠县人民医院、县中医
院为龙头单位，分别与全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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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业务能力的医生到基层医疗机构坐
诊，基层医疗机构也要选派同等数量的
医务人员到龙头单位进修学习。

“说到底，基层医疗机构要强起来，
人才是根本。”石子乡卫生院院长谭家
琼说。

其实，“人通”最大的受益者是患
者。在乔桂香所在的康复科，住着从县
中医院转下来的郭晓东。一个月前，因
车祸导致左下肢骨折的他被送到县中
医院治疗，病症平稳后，便被转回乡卫
生院治疗。

“门槛费只缴一次，报销比例也高，
又在家门口，划算！”郭晓东说。

据了解，忠县医共体内部还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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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前，石子乡卫生院却是另外一
个模样——卫生院曾被当地百姓戏称
为“田坎诊所”。

谭家琼说，那时的乡卫生院夹在两
栋居民楼之间，门诊只有一个诊室，一
个病房里通常要挤三四张床。

在纵向组建医共体的同时，忠县依
托县医院管理中心，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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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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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基层医疗卫生单位
医疗收入的5%统筹提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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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于“资金池”，石子乡卫生院建
起了3700平方米的业务大楼，引进了
DR、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设备。

“这才像个医院嘛。”面对卫生院的
变化，乡亲们有个头疼发热的，自然都
选择来这里就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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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基层医疗机构留不住人的困
境，忠县还构建了“编制池”，即整合全县
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编制总量，拉通使用
编制，“比如这个单位缺人，但没有编制，
那就用其他单位的编制，把人留下来。”

合力
打一场紧密协作的新冠肺炎

阻击战

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让忠县石子乡也不能置身事外。
“迄今为止，我们乡没有一例确诊

患者，转运了12例疑似患者，做到了早
筛查、早转运。”谭家琼说，这也多亏了
医共体的合力。

2月初的一天，已是晚上11点多，
辖区内向阳村一名从湖北返渝的村民
出现发热症状，村医唐大华当即上门，
并向乡卫生院报备，副院长刘亚林立即
组织转运团队，在做好防护后，用救护
车将这位村民送至县中医院进行筛查。

没想到，当晚大雨瓢泼，救护车轮
子被卡在边沟里，刘亚林马上向同一片
区的乌杨街道卫生院求助。作为医共
体单位，该卫生院立即派出救护车将发
热村民送到县中医院，此时已是凌晨2

点多。所幸的是，这位村民核酸检测为
阴性，后解除了隔离。

值得一提的是，在“纵联”中，忠县
以县人民医院为载体，建成远程会诊、
心电、影像、检验、病理“五大中心”，基
层医院将心电、影像等资料上传至“五
大中心”诊断。

“利用远程医疗‘五大中心’，我们
实行县级专家5分钟内分诊，乡镇卫生
院1小时内送诊，龙头医院10分钟内接
诊、采样，以缩短患者等候时间，减少传
播风险。”申继旭说。

在“横合”上，统筹调配县域内医疗
资源，实现人财物互通共享，共调配
1000余名医务人员集中支援交通卫生
检疫站、社区、集中隔离点等疫情防控

一线；支援湖北孝感46人，万州2人；调
用救护车20余次，转运患者300余人
次；为医疗机构调配、捐赠多批医用口
罩、防护服等。

“在医共体改革中，我们进行了一
些探索，也尝到了一些甜头，但这仅仅
是起步。”申继旭告诉记者，今年，县里
将继续加大改革力度，实施各级医院能
力提升行动。比如县级医院要加强学
科建设，提升疑难重症的诊断处置能
力，让病人“留”得住；基层医院要通过
龙头单位下派挂职副院长参与管理，相
关专家坐诊、点评病历及处方、巡回手
术等方式，提升基层医院“接”得住病人
的能力，让群众能就近就医，努力提升
广大群众的获得感。

在家门口就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忠县医共体改革观察

▲ 搬 迁
后，石子乡卫
生 院 环 境 得
到 极 大 改
善。

◀ 石 子
乡卫生院，医
生 正 在 为 患
者进行诊断。

本 栏 图
片 由 记 者 李
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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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疫情防控下，面对社会治理
和突发应对的共性需求，数字经济及大
数据发展加速应用。

4月2日，国家“数据长城”西南地
区行动计划启动会在我市召开，西南数
据治理联盟和西南大数据法律研究中
心挂牌成立。重庆日报特邀国家信息
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陈强、市大数
据发展局副局长杨帆、数字重庆大数据
应用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志强作客重
报圆桌会，分析该行动计划对我市及西

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将带来哪些机遇。

建立西南区域数据要素
统一大市场

重庆日报：国家信息中心推出“数据
长城”计划，具体包括哪些内容？选择重
庆作为“数据长城”首个区域落地试点基
于哪些考虑？该计划启动后，对西南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将有哪些推动作用？

陈强：“数据长城”计划是国家信息
中心在疫情防控期间，联合大数据业内

优势企业共同推出的公益性、开放性活
动，主要是联合企业方面共同探索建设
政企协同的国家数据资源储备体系。
当前，随着腾讯、华为、阿里、国家电网
等企业不断加入，活动启动面向政府、
企业和个人推出的健康码、复产复工等
大数据服务，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和良好
的社会示范效应。

此次国家信息中心与重庆共同启
动“数据长城”西南地区行动计划，是基
于重庆近年大数据发展已有良好基础，

希望能够以重庆为带动，广泛吸纳西南
地区有数据资源能力的优势企业共同
参与，更好地满足西南地区数据融合治
理需求。

目前，“数据长城”西南地区行动计
划已吸引70多家有较强数据能力的企
业加入。下一步，该计划将吸纳更多企
业参与，通过建设数据共享体系、数据融
合机制和供需对接平台，推动跨层级、跨
地域、跨行业数据联动和数据融合，建立
西南区域数据要素统一大市场。

推动数据集中融合服务
重大发展战略

重庆日报：此次国家“数据长城”西
南地区行动计划在重庆启动，对重庆有
何重要意义？

杨帆：促进数据要素高效流动，既
是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
重庆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
区的重要目标。面对疫情防控下带来
的挑战和机遇，我们迫切需要加快数据
治理步伐，推动数据大集中、大融合。

此次重庆不仅成为国家“数据长
城”计划推出后的首个区域性行动计划
的试点地，还将推动西南数据治理联盟
在渝落户，这一方面有助于重庆建立政
企协同的数据融合创新机制，建立科学
安全的数据治理体系，促进以数据为基
础的线上业态、线上服务和线上管理发
展，另一方面还有助于重庆更好地对接
国家资源，整合西南及相关区域的大数
据企业、高校和研究院所等资源，共同
探索以数据要素为纽带的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让数据
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等重大发展战略。

为经济民生发展提供数
据服务

重庆日报：作为西南数据治理联盟
的理事长单位，数字重庆公司将如何开
展数据治理工作，促进联盟发展并提供
数据服务？

严志强：数字重庆公司将积极推动
西南区域数据交流合作，通过组织大数
据领域研讨会、交流会等活动，定期开
展相关政策和技术培训，以此促进行业
交流和市场拓展，加强联盟品牌推广。

在推动大数据治理技术研发及应
用方面，数字重庆公司将带动西南数据
治理联盟开展大数据标准、规范和白皮
书等联合研究，为大数据融合与应用提
供相关技术支持，促进大数据治理领域
的产、学、研、用相互结合，打通联盟内
部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推动西南地区数
据资源联动与融合。

接下来，西南数据治理联盟将从产
业发展、城市治理、建设规划、行业监管
等角度，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数据支
撑，并围绕金融服务、学习教育、医疗保
健、运输物流等行业领域，为经济民生
发展提供数据服务。

发展数字经济 推动西南区域数据联动融合
——对话国家及重庆大数据管理部门有关负责人

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