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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重庆大健

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提出“加快推动重庆

市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目标；4月24日，重

庆市人民政府正式发布

了《重庆市促进大健康

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

划(2020—2025 年)》；6

月28日-30日，由中国医

药 物 资 协 会 主 办 的

“2020 大健康产业（重

庆）博览会暨第五届双

品汇”在南坪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

此次健博会以“连

接重构，进军产业新10

年”为主题，200多家品

牌工业企业、800家品牌

医药连锁企业参展，展

位 100 余个，参会嘉宾

1000余名。在两天时间

里，健博会举行“品鉴大

势”“品领时代”“正解变

局”“擎动增长”4个主论

坛以及中国医药品牌高

峰论坛、第10届道地药

材产业发展论坛、基层

医疗推进和改善主题论

坛等7场分论坛。

重庆发展大健康产

业，正逢其时。近年来，

重庆涌现出一批大健康

产业发展突出贡献单位

和卓越贡献人物，他们

创新引领行业发展，大

力助推重庆市大健康产

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组

委会予以嘉奖。

加快推动我市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我市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面增进群众在大健康领域的获得感全面增进群众在大健康领域的获得感

脉动群众需求 办人民满意医院

重庆市红十字会
医院（江北区人民医
院）是由始建于 1911
年的“重庆市红十字
会 医 院 ”与 始 建 于
1952 年的“重庆市江
北区第一人民医院”
在 2010 年 12 月借公
立医院改革东风合并
而成。新的重庆市红
十字会医院（江北区
人民医院）是集医疗、
教学、科研、预防保健

为一体的二级甲等综
合医院、国家三级甲
等 综 合 医 院 创 建 单
位。

医院现为重庆市
首批公立医院改革试
点医院，中央编办全
国事业单位法人治理
结构建设试点直接联
系单位，国家药物临
床试验机构，国家爱
婴医院，重庆市对外
交流医院，重庆医科

大学教学医院，
重庆市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
基地，重庆医药
高等专科学校
非直属附属医
院，重庆市医疗
保险定点医疗
机构，全国异地
联网结算定点
医疗机构，江北
区医、教、研中
心。

2020大健康产业（重庆）博览会暨第五届双品汇今天开幕——

20202020重庆大健康产业发展突出贡献单位重庆大健康产业发展突出贡献单位、、20202020重庆大健康产业发展卓越贡献人物风采展示重庆大健康产业发展卓越贡献人物风采展示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

以人为本，患者至上，人民满意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

医院为国家三级甲等综
合医院，是垫江县医疗、
教学、科研及预防保健
中心，是重庆医科大学
和川北医学院非直管附
属医院、国家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基地、川北
医学院全程临床教学基
地。全院占地面积212
亩，编制床位800张，开
放床位1200张。设临
床医技科室50个、教研
室6个，其中国家级特色
专科1个、市级区域重点

学科5个、市级临床重
点/医 疗 特 色 专 科 12
个。医院为“微天使工
程”肿瘤微创治疗示范
中心，国家胸痛中心、国
家示范防治卒中中心、
垫江县创伤中心、胸痛
中心、介入治疗中心，垫
江县危重孕产妇治疗中
心、危重新生儿救治中
心。设立有市级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县中心血
库、县肝病研究所和县
级医疗质控中心5个。

医院秉承“崇德惠

民、敬业创新”的院训，
坚持“以人为本、患者至
上、人民满意”办院宗
旨，以“建设区域医疗中

心”为目标，先后荣获全
国文明单位、全国模范
职工之家、全国三八红
旗集体等称号。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医院

打造区域医疗高地，增进群众健康福祉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
医院成立于1941年，是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
院、重医一院医院集团
成员单位、重庆医科大
学和成都中医药大学非
直管附属大足医院、重
庆市全科医师规范化培
训基地、华佗工程大足
示范基地、国家级胸痛
中心（标准版）、国家高
级卒中中心、大足区医、
教、研中心。

医院占地面积285

亩，建筑面积19万平方
米，设科室66个，设置床
位 1500 张，开放床位
1333 张。现有研究生
145 人，高级职称 128
人。年门诊76万人次，
出院6.46万人次，手术
2.27万台次。现有市区
域医学重点学科4个、市
级临床重点专科8个、市
级医疗特色专科4个、区
级重点专科26个；获批
科研项目271项，在国
内外核心期刊等发表医

学论文1000余篇，体外
循环心脏瓣膜置换术等
微创手术处于重庆区县
医院先进行列；率先引
进华佗工程、韩德民院

士工作室成为全国区县
医院标杆；先后荣获全
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
体、全国文明单位等国
家及市级荣誉62项。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

操复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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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虎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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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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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家庄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何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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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苏公祥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医院

院长

陈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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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传承创新发展 打造渝东北中医区域医疗中心
重庆市垫江县中医

院是一所集中医医疗、教
学科研、预防保健、中医康
养于一体的西南地区县域
首家国家三级甲等中医
医院，国家中医药发展综
合改革试验县龙头单位。

医院现有在岗职工
1210人，其中卫生专技
人员981人，高级职称
160人（正高25人、副高
135 人），其中硕导 21
人，博士 2人，硕士 72
人；开设临床科室34个，

医技辅助科室9个，是重
庆市中医病案质量控制
中心挂靠单位。目前医
院能够开展三级以上手
术348项，临床科室中医
特色突出，能充分利用中
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各种
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
拥有万元以上设备近
1000台，医疗设备总值
2亿余元。

医院是国家及重庆
市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基地，是湖南中医药

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高
校附属医院，成都中医药
大学、川北医学院等高校
教学医院，重医附属儿童
医院帮扶合作单位。

医院先后荣获人民

群众放心（满意）医院、重
庆市文明单位、重庆市文
明单位标兵、重庆市卫生
系统先进集体、重庆市示
范中医院、白求恩精神示
范医院等荣誉。

重庆市垫江县中医院

秉承国企精神 助推大健康事业

重 庆 东 华 医 院
2005 年由原重庆特钢
职工医院改制创立。15
年来，以“做出民营医院
管理规范亮点”为治院
方略，担当“发展医院服
务大众奉献社会”的使
命责任，传承“老国企精
气神、思维与文化基因”
的精神文化，探索出一
条国有、民营结合发展
的新路，成为重庆首家

“二甲”民营综合医院。
医院获得全国改革

创新企业医院、全国优
秀民营医院、全国美沙
酮 戒 毒 优 秀 门 诊 。
2019 年当选重庆民营
医疗高质量发展贡献力
单位，疼痛科被确立为
重庆市临床重点专科建
设项目，创伤骨科专家
当选首批“沙磁名医”。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
情爆发，作为重庆市第
一家主动请战、驰援武
汉的改制民营医院，为
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决战决胜湖北
保卫战作出了积极贡

献，获得“重庆五一劳动
奖状”殊荣。

重庆东华医院

因为EYE，所以爱上大健康
重庆爱尔眼科医院

是爱尔眼科医院集团在
中国开设的第十家大型
专业眼科医院，于2006
年7月成立。医院经过
14年的发展，扩建升级
为三级大型专业眼科医
院——重庆爱尔眼科医
院（总院），位于重庆市
江北区华新街华唐路2
号（农垦大厦）。

医院拥有100余间
检查室、有百级洁净层
流手术室和普通手术室

共计18间、210张住院
病床，设立公益防盲检
查区、VIP诊疗区，设置
电教室、实验室、科研
室、图书室、学术会议厅
等现代化教学科研设
施。开设屈光手术、白
内障、青光眼、眼底病、
角膜病、医疗美容、泪道
疾病、综合眼病（低视
力）、小儿眼科、医学验
光配镜、中医眼科、病理
科共12大专科，是国家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中

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教
学基地、重庆市视光学
院教学基地、重庆市视
光师培训基地、重庆市

区县医院眼科医生培训
基地、江北区青少年近
视防控中心，并成立了
显微手术培训基地。

重庆爱尔眼科医院

百年宽仁情怀 助力健康中国

重庆北部宽仁医院
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院联合建设、医教研
协同发展的非营利性三
级综合医院，重庆市医
保定点单位、爱心助医
志愿者协会会长单位。
医院位于两江新区，背
靠照母山森林公园，面
朝两江幸福广场，总面
积21.5万平方米。汇聚
一批陆军军医大学、重
庆医科大学、华西的三
甲医护团队，开设呼吸

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
科、神经外科、心血管内
科、肾内科、内分泌科、
外科、肝胆外科、泌尿外
科、骨科、妇产科、儿科/
新生儿科、眼科、耳鼻咽
喉科、口腔科、体检中心
等30多个临床科室，一
站式解决各类疑难重
症。

重庆北部宽仁医院
1892 年在重庆戴家巷
创建，是重医大附二院
前身，中国西南地区第

一所西医院。重庆北部
宽仁医院传承“克宽克
仁·彰信兆民”（《尚书》）

的百年宽仁精神，持续
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助
力健康中国。

重庆北部宽仁医院

厚德行医，尽责为民
重庆广达康复医院

位于沙坪坝区上桥，是
具有综合医院救治能力
的专科康复医院。医院
学科齐整、名家荟萃，是
重庆规模较大、综合实
力领先的专业康复医
院。设有齐全的门诊、
临床、康复、百级手术
室、医技科室20余个，
500余张床位；有着丰
富经验的专家和经过国
内外严格训练的专业医
师在全院各科室领衔。
医院以康复医疗为重

点，开设神经康复、骨科
康复、心肺康复、疼痛康
复、产后康复、心身康
复、老年康复、儿童康
复、畸形矫正中心、内
科、外科、重症医学科
（ICU），百级手术室、医
学影像科、家庭病房
等 。 设 有 运 动 疗 法
（PT）、作业疗法（OT）、
语言疗法（ST）、中医康
复等治疗室。

重庆广达康复医院
倡导早期康复介入、功
能评估跟踪、多学科团

队合作，为患者制定个
体化的康复治疗方案，
最大限度的提高各类患
者愈后功能的恢复和生

活质量的改善，运用康
复医学的各种手段减少
残障的发生，减少因病、
伤、残带来的严重后果。

重庆广达康复医院

根植群众健康所需 服务全生命周期

重庆植恩药业有限
公司创办于2001年，是
一家集医药研发、生产、
销售和健康服务为一体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专注于构建药品全
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体系，
通过“平台+投资”的方
式，构建生物医药制剂产
业集群。以MAH（药品
上市许可人）为核心，对
MAH 提供 CDMO、交
易促进、药品上市后研究
等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公司已在天然活性
产物全合成及结构改
造、手性药物定向催化
及质量控制等方面形成
了具有自身特色和核心
技术的研发体系，实现
了丰富的关键技术与品
种储备。公司产品以神
经、内分泌和心脑血管
类高端化学仿制药为主
要方向，现有原料药生
产能力超过40吨，制剂
有胶囊剂、颗粒剂、片
剂、栓剂等剂型。公司

拥有多个国内首仿和独
家产品，通过辐射20多
个国家和覆盖国内主要
大中城市的自建销售网
络，奥利司他原料药市

场份额已雄踞全球第
一，“赛格恩”盐酸托烷
司琼注射液曾占据全国
同类产品市场50%以上
的销售份额。

重庆植恩药业有限公司

数字化服务 塑造百年品牌

百年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分公司一直坚持在
创新中谋求发展，积
极拥抱互联网新技
术，大力推进“产
品+服务”的发展战
略。同时，以科技赋
能为推手，打造“数
字化服务”模式，突
破传统保险业的服
务局限，打通公司前
中后台系统，建立了
场景化、多维度、覆
盖全量客户的线上
线下智能一体化服

务模式。
百年人寿“住院

全流程资金解决方
案”实现出院就能获
得赔付。百年人寿
在2015年推出的直
付速赔，理赔人员主
动上门服务，同时利
用E化方式，使得理
赔过程最快仅需几
分钟。同时，百年人
寿实现主动、循环和
提前赔付，让客户更
快得到治疗资金。
百年人寿为解决客
户住院治疗的资金

压力问题，推出住院
期间的“重疾直付”，
将重疾客户的重疾
保险金赔付节点，实
现住院期间，确诊即
赔。6 月 12 日，在
《中国银行保险报》

举办的2020年中国
保险服务创新论坛
上百年人寿“住院全
流程资金解决方案”
入 选“2019- 2020
年度服务创新金牌
案例”。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崇尚绿色生态发展 致力群众健康生活

天海星大健康
产业园位于綦江区
东部新城（食品园
区），占地2500亩，
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120万平方米，由綦
江城投与天海星集
团共同出资组建的
重庆天海星药食同
源健康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开发建设，是
重 庆 市 级 重 点 项
目。园区依托重庆
（綦江）食品工业园，
顺应重庆市重点建

设大健康产业园区
平台政策，重点聚焦
绿色食品、中医药、
药食同源为核心的
大健康产业集群，也
是重庆首个规模化
大健康产业园区。

产业园包含种
植观光、科普教育、
康养居住、产业孵
化、检验检测、生产
加工、贸易结算、工
业 旅 游 等 多 种 业
态，将打造成完整
的绿色大健康产业

发展生态；园区根
据食品类及大健康
企业生产工艺标准
量身设计，每层超
大荷载设计，多种
空间布局；“热电

冷”多联供能源供
给配套,最大限度
减少企业投资运营
成本；租售均可入
驻，优质企业，可享
受租金补贴政策。

天海星大健康产业园

以德报缘，服务养老

重庆德缘养老
服务有限公司是以
重庆市养老服务协
会为依托，以重庆
市重阳红养老发展
研究院为学术支持
的专业从事各类养
老服务的公司。

从事养老产品
研发、设计、销售，
承接政府及企事业
单位委托的养老服
务项目，养老从业
人员职业资格鉴定
认定，项目评审评

定，养老信息咨询
服务，养老产业发
展规划，适老化产
品的设计、研发、应
用服务，承接政府
及企事业单位委托
的养老服务评估等
经营项目。公司秉
承“弘扬中华孝道
文化、服务中国老
龄社会”的愿景，以
诚信、创新、责任、
奉献为核心价值，

“以德报缘、服务养
老”推动中国养老

产业发展，提升中
国养老行业人员从
业素养，孵化养老

行业专业化人才，
打造中国养老行业
发展评价体系。

重庆德缘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谋福祉感恩有您 大健康定有所为

重庆定为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注册资金为人民
币300万元，公司经
营范围为生物医药
技术的开发、食品销
售经营(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医药信息
咨询 (不含医疗诊
治)、健康管理、企业
管理咨询、健康信息
咨询(不含医疗诊治)
等。公司致力于大
健康服务，自成立以

来已与浙江海正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瀚
晖制药有限公司、广
州绿十字制药有限
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公司秉承“感恩有
您，定有所为”的经
营理念，专注于医
药、医学营养、检测
诊断等方面的学术
推广，业务覆盖公立
医院、连锁药房、第
三终端等机构，在风
湿免疫、骨科、心血
管领域取得了一致
的好评。

公司拥有一支年
轻且充满活力的团
队，80后、90后是公
司的中坚力量，自信、
自觉、自律是公司工

作风格，自立、自强、
自由是公司生活态
度。公司立志成为百
姓身边最贴心、最专
业的健康顾问。

重庆定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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