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有利于满足重点人群健康
管理的需求。有利于解决重点人
群的健康需求，特别是针对慢性病
患者、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
等重点人群的健康教育、疾病预
防、保健、康复等日常健康管理。

2.有利于缓解无序就医的问
题。在现行医疗体制下“大医院
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通
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促进基层首
诊，合理利用医疗资源。

3.有利于群众就近获得优质医
疗服务。可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为纽带，加强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
构上下联动，促进优质资源下沉，
方便群众就近获得优质医疗服务。

4.有利于提升群众对卫生事业发
展的获得感。形成长期稳定的契约服
务关系，建立以健康为中心的服务模
式，避免坐等病人上门就诊、重医轻
防、过度医疗等行为，改善医患关系，
提升群众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

家庭医生可解决四大就医难题 释疑

家庭医生就是私人医生吗？“不
是！”邢主任解释，家庭医生不是到家
里服务的医生，主要是通过服务团队
对签约居民提供直接的健康管理。仅
仅对于确实有需求的、行动不便的人，
才提供上门服务。

也就是说，家庭医生更像是“一
个家庭的健康管家”，居民签约之后，
建立了稳定的服务关系，就有了一个
熟 悉 的 医 生 朋 友 ，能 够 获 得 更 好 服
务。

家庭医生非私人医生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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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系列访谈

七成线上销售
10亩脐橙年入20余万

仙女村距离奉节县城大约半个
小时的车程，村子沿着长江蜿蜒而
建。这里的环境适合种植脐橙，个大
味儿甜，是奉节脐橙的一大产地，长
江边上的山头上，都种满了脐橙树。

金书华是村里的脐橙种植大
户，年过花甲的他一身黝黑的皮
肤，精气神很好，说起话来中气十
足。去年，金书华靠着家里的10亩
地脐橙，赚了20多万元。

“70%是靠网上卖的，卖的好还
卖起价了。”金书华说，女儿在江苏上
班，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了售卖脐橙
的消息。去年春节前，江苏一家企业
老板就通过微信联系购买了几百件
送给员工，“一件20斤，118元，卖给
那个老板就卖了十几万元。”

“2013 年以前，我们都是挑到
江边去卖，辛苦也卖不起价。”金书
华说，现在线上销售十分便利，脐
橙打包后让快递公司直接上门拉
货寄送，不用自己再费劲运送。村
里人种脐橙都富起来了，最差的家
庭一年至少有10万的收入。

电商深入乡村
土货在家就能变现金

在奉节，不仅脐橙搭上了电商
这趟快车，各种土货农产品也通过

电商平台变现，成为了农民们最直
接的收益。

9 月 20 日中午，奉节县竹坪
村，蒋小明和丈夫来到屋后的山
上，为养殖的200只乌鸡喂食后，从
鸡圈里摸出了十几个鸡蛋。再过
两天，这些收集起来的鸡蛋就将通
过电商平台，送到千里之外的广
州、上海。

“蔡老板一般隔几天就会上门
来收，我们不用出门，就可以把鸡
蛋换成现金。”蒋小明说，他家养的
200只鸡，最多一天可以捡七八十
个蛋，一个月可以收入2000多元。

他口中的“蔡老板”，是“农村
淘宝”竹坪村服务站的蔡茂林。这
个服务站在全国都具有知名度，开
业交易额达到150万元，还获得了
2015 年农村淘宝双十一预售爆款
王。

2016 年，蔡茂林和村民又一
起在村里搞起养殖合作社。前期
将鸡苗发给贫困户养殖，等到母
鸡开始下蛋，以 1 元/枚的价格回
收。公鸡长大后，以 80 元/只回
收。收来的鸡蛋，蔡茂林再通过
淘宝、微信等方式卖到主城，甚至
北上广深。

除了乌鸡和鸡蛋，当地的腊
肉、洋芋、蜂蜜、红薯粉这些土货也
通过电商平台，卖到了全国。去
年，蒋小明通过售卖家里的土蜂
蜜，又收入了1万多元。

打造“互联网+”强县
8条物流线通达全部乡镇

“全县有8条物流线，覆盖了全
部30多个乡镇、街道。”奉节县商务
局局长刘光华介绍，奉节县目前有
农村淘宝、淘实惠、京东三家大型
电商平台入驻。截至今年8月底，
在县工商局登记注册的电商市场
主体共有482家（其中企业257家，
个体工商户 225 家），各类网店
1800余家，从业人员5200余人，农
特产品加工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企
业有 51 家（共获得生产许可证 55
个）。其中，今年新增电商市场主
体 148家（企业 25家，个体工商户
123家）。同时，全县有一定规模物
流快递企业 38 家，从业人员 417
人，营业面积6500平方米，平均每
天固定到奉车辆38辆，今年1~8月
快递进出口比为 2.91：1（进口量：
366.7 万件，出口量：125.96万件），
业务总量同比增长52.08%，在渝东
北地区排第一。

据悉，今年1~8月奉节网销商
品前10位分别为：奉节脐橙、高山
腊肉、乡坛子系列佐餐小菜、牛肉
干、月饼、鸡蛋、干土豆块（片）、蜂
蜜、粉条、家具。

刘光华表示，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奉节脐橙网络销售额正在
逐年递增。“2015年线上卖了6000
吨，2016年线上卖了2.4万吨，今年

应该会持续增多。”刘光华说，县里
正在全力推动奉节脐橙上行，还专
门设置了奉节脐橙网络营销奖励，
网销量达到2000吨以上，就会获得
100万元的奖金。

“我县还正在全力创建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刘光华介
绍，目前奉节县正在从产业园建
设、快递物流企业整合、物流通道
建设、信息化建设等多方面全力
打造“互联网+”环境下的电商强
县。

搭上“互联网+”快车：奉节脐橙富了一方人 土货在家变现金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谢聘

重庆商报讯 “今后我不花一
分钱，就有专门的家庭医生了！”近
日，家住九龙坡区杨家坪盛世华城
58岁的陈永兰和工作人员签订协
议书后，她还迟迟不肯相信，这样
的“免费午餐”能落到她的身上。

其实，家庭医生只是我市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的一种表现形式。
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实行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强化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网络功能，是我市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
新形势下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健康
的重要途径。九龙坡区于2014年
9月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去年
在全区范围内推开，获得居民称
赞。

夫妻双方签下家庭医生

“我也要帮我老公签一份，太
需要这个了。”近日，在九龙坡区杨
家坪街道举行的“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活动中，陈永兰仔细查看了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递给她
的协议书，上面注明了安排的家庭
医生姓名、电话，能够提供的服务
等等，她毫不犹豫地替自己和老公
签了字。

“我的身体倒是还没得大问题，
就是老公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
病，一旦在家发病，就不知道该怎么
处理了。”陈永兰说，现在有了免费
的家庭医生，自己有问题可以第一
时间拨打医生电话得到帮助，对有
慢性病的居民来说，太方便了。

据悉，九龙坡区于2014年9月
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先行在石
桥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走
马镇卫生院试点，于 2016 年在全
区范围内推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工作。实施3年来，效果显著。

居民可享四重贴心服务

“有了家庭医生，居民可享受
更即时、个性化的医疗服务。”九龙
坡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邢雅翕说，该区运用短信、微信、家
庭医生 QQ 群等网络在线咨询服
务平台，定期推送健康知识，开通
家庭医生全天候电话，畅通群众与
家庭医生沟通渠道，实时接受群众
健康咨询。根据居民个体情况及
时在线给予健康指导服务，或者及
时上门采取有效的健康管理干预
措施。

同时，签约后医生根据服务对
象的健康情况和需求，建立居民健
康档案，围绕预防保健、常见病多
发病诊疗与转诊、病人康复与慢性
病管理等，为签约家庭提供连续、
及时的个性化医疗保健服务。

另外，居民签约后还可享受医
疗联合体的优质诊疗。对家庭医
生服务团队无法解决的健康问题，
积极协调上级医院，帮助签约居民
选择适宜的就医机构、路径和专家
资源，通过专家定期坐诊、“一对

一”转诊绿色通道等举措，方便群
众及时有效就医。

最后，签约居民还可享受更多
的惠民政策。根据病情需要，经签
约医生同意转到二级及以上医疗机
构住院的高血压、Ⅱ型糖尿病患者，
可享受150元/人次的转诊补助。

每年服务费用财政全包

“费用问题，居民朋友也不必
太担心。”邢雅翕表示，在过去 2
年，九龙坡区的费用标准是每户每
年 40元，由区级财政从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中全额补助，现在是
每人每年 10元，仍由财政全额负
担。

同时，为了确保医疗服务质
量，此项服务还建立了科学绩效机
制、纳入重点考核等方式，提高医
生的服务积极性和服务质量。据
悉，目前区财政对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进行专项补助106万元，基层非
编人员专项补助196万元，全科医
生岗位专项补助 44万元，专家下
基层服务专项补助 16万余元，引
导基层首诊专项补助40万元。

邢主任坦言，目前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中健康护理、康复等项目未
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内，医保和物价
政策还需进一步跟进。另外，通过
价格杠杆和较为刚性的政策促进
基层首诊还不够，居民的就医习惯
还需要逐步转变。同时，家庭医生
队伍建设需进一步加强，基层医务
人员收入偏低，职称晋升较难，存
在人才流失现象。“这些暂时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都将在接下来的医
改中逐一解决，让居民感受到更好
的就医服务。”

城口地处大巴山南麓，是山城
最北端名副其实的一个边城。10
年前，唐魏君从重庆电力高等专科
学校毕业后来到这里，却当即决定
留下来。10年过去了，如今，身为
党员的他不仅是国网城口县供电公
司运检部变电二次班班长，而且因
踏实、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先后被评为“五大先进个人”、“安
全生产反违章先进个人”和“城口
县五四红旗手”。

选择第一线扎根大巴山

“好个城口城，山高路不平。大
堂打板子，声音满全城。”在重庆，绝
大多数主城人没去过城口，缘由只有
一个：远。再加上县城不到5平方公
里，山多城小，不足半小时即可逛完。

2007年 7月，21岁的唐魏君从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电气工程自
动化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国网城口县
供电公司。当时招聘电力维修人

员，很多年轻人嫌偏僻太远，转了
一圈，就摇摇头转身就走。然而，
从小在山沟里长大的唐魏君心里明
白：落后意味着什么？山里人需要
什么？所以，他不但没有走，相反
很快有了决定：用自己的知识和努
力，尽量给这里做点什么。

由于自身定位和目标明确，参
加工作之初，唐魏君就选择了生产
第一线的变电检修班，从事系统内
的各变电站的检修维护、设备的调
试和定期检查工作，以及用电客户
设备的调试等工作。“记得当时有
大学生说愿意留在这里，我们还没
人相信，觉得肯定是在糊弄我们。”
当时任检修班班长的卢云回忆说。

踏实勤奋成“一把好手”

但是，唐魏君上班后很快发现，
自己所学的3年专业理论和实际不
对口，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好在卢
云十分看重他，不但手把手地“帮
带”，并通过理论结合实践，让他有
针对性学习。

为了能迎头赶上，唐魏君也在
最初一年放弃了休息，将所有时间
都用在工作上。经过日积月累，加
上一定的理论基础，唐魏君日渐成
为卢云手下的一名“高徒”。

“他踏实又勤奋，得到了同事们
一致认可。”卢云表示，唐魏君以提
升自身实力为目标，又努力学习各

种知识，5年前入党后，又取得电气
工程与自动化专业本科文凭，成了
公司的“一把好手”。

2014年，高燕镇一座110千伏
变电站10千伏电容器保护模块出
故障，一合闸就跳，同事来回检查
了近半年，始终没能找出原因，怀
疑是电容器本体问题。刚从外地学

习回来的唐魏君听说此事，现场判
断出是保护装置电压模块烧毁所
致，问题迎刃而解。

今年，高燕镇一座35千伏明通
变电站一块自动保护装置的操作板
突发故障，又遇上原制造企业停产，
按常规调换一块操作板需要3至 5
天，这样下来仅电量就要损失3万
千瓦时。在场人员十分着急，立刻
求助唐魏君，他大胆对操作板元件
进行修复，短短两个小时，就恢复了
运行，挽回电量费用损失1.6万元。

关键在于把心放在工作上

如今，唐魏君从事 4座 110KV
变电站，7座35KV变电站内设备的
检修、消缺，以及每年进行的高压试
验、继电保护等方面的调试工作。
还为矿开、来凤等大型厂矿企业等
用电客户的设备进行预防性试验和
保护调试工作，并为当地一些小水
电客户的设备进行并网前的调试和
试验等工作。此外，在电网建设方
面，先后参加了城口县供电公司内

35KV高望变电站、三塘坝变电站等
多所变电站技改和增容工作。

近年来，唐魏君先后获得重庆
市青年五四红旗手，重庆市电力公
司反违章先进个人等多项奖章。对
此，他说：“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一样
的，要想干一行精一行，不在于文
化多高，眼睛多好，关键在于是否
把心放在工作上。”

家庭医生“走”进寻常百姓家 居民不花一分钱
九龙坡区全面推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家庭健康管家”提供四重贴心服务

工作中的唐魏君（右） 城口供电公司供图

城口供电变电班班长唐魏君10年扎根大巴山：

要想干一行精一行 关键在于把心放在工作上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真

九龙坡区杨家坪，市民正在签订“家庭医生”协议书。 首席记者 钟志兵 摄

9月 20日，奉节县朱衣镇仙女
村，金书华站在柏油公路上，看着漫
山遍野翠绿的脐橙树以及已压弯树
枝的累累硕果，心里一阵澎湃：这又
是一个丰收年。去年，靠着家里10
亩地的脐橙树，他家里收入了20多
万元，而其中七成都是线上销售。

去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
视察时指出，扶贫开发成败系于精
准，要找准“穷根”、明确靶向，量身
定做、对症下药，真正扶到点上、扶
到根上。脱贫摘帽要坚持成熟一个
摘一个，既防止不思进取、等靠要，
又防止揠苗助长、图虚名。

搭上“互联网+”快车，不但让奉
节脐橙走向了全国，果农们收入逐年
增加。电商也在全县各个乡村深入
扎根，腊肉、土鸡蛋、蜂蜜、洋芋……
这些当地的土特产通过线上销售热
销到北上广深，土货变成了现金。

奉节县竹坪村，蒋小明的丈夫在喂鸡。 记者 谢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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