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10月，我市首个眼科联盟在重医附
二院成立。随后，肝胆外科专科联盟、脑卒
中专科联盟、心律失常专科联盟等3个市级
专科联盟，妇产科和消化内科等7个院区专
科联盟，也先后在该院成立。如今，这11个
涉及到各个专科的联盟覆盖了社区医院和
三甲医院等三个等级医疗机构，相互补充，
良性互动，让更多人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

我市首个眼科联盟
一年新增十余家医院

一年前，我市首个眼科联盟重庆市眼
科联盟在重医附二院成立，该院作为联盟
主席单位，眼科周希瑗主任担任首任联盟
主席。如今，联盟成员单位从最初的91
家，增加到100多家，覆盖了三甲医院及部
分社区医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据介绍，为了增强重庆及周边各级医
院眼科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医疗资源共享、

加强区域眼科的协调发展，更好地为广大
眼科患者服务，由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重庆市防盲技术指导组牵头，重医
附二院与市内及周边各级医院共同成立了
重庆市眼科联盟。

重庆市眼科联盟成立后，以专科协作
为纽带，建立业务指导、人才培养、学术交
流、学科建设和科研协作的共享平台为内
容，开启了医疗机构专科之间优势互补、分
工协作的医疗联合体专科联盟的新篇章。

近一年来，以重医附二院牵头的重庆
市眼科联盟分别在北碚、合川等地，开展了
四场大型学术会议，近千名眼科医护人员
得到培训和提高。此外，重医附二院眼科
还指派骨干医生对包括綦江、江津、石柱等
十余个区县医院进行手术指导，并多次到
偏远山区医院义诊。

周希瑗表示，今后，重庆市眼科联盟将
会逐步扩大成员，并建立区域性的中心，依

托当地眼科联盟单位，全面提高当地眼科
诊疗技术水平，切实为偏远山区送去急需
的医疗技术，让更多基层群众从中受益。

覆盖社区医疗中心
重庆市心律失常联盟打通“生命线”

继眼科成立专科联盟以来，今年4月，中
国心房颤动介入诊疗技术培训示范基地、重
庆市心律失常联盟在重医附二院成立，来自
重庆、四川的90余家医院加入了联盟。

据了解，重医附二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殷
跃辉教授带领团队长期开展心房颤动的相
关治疗，已累计完成各种复杂心律失常导管
消融5000余例。其中，心房颤动消融的长
期成功率达72.8%，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殷跃辉教授表示，重医附二院心血管内
科将与90余家兄弟医院共享优质医疗资源，
扩建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既能为广大的心律
失常患者提供优质、便利的诊疗服务，又能

促进各成员单位心律失常亚专科的学科建
设，为广大人民的健康做出新的贡献。

重医附二院党委书记王大刚介绍，目
前，该院已牵头成立了11个专科联盟。今
后，各个专科联盟将共同探索各科疾病分
级诊疗模式，并进行业务指导、人才培养、
学术交流、学科建设和科研协作，实现专
家、临床、科研和教学等资源共享，为广大
患者提供优质、便利的诊疗服务。

下一步，重医附二院将面向基层单位，
开展专病联盟建设。通过优质医疗资源的
延伸发展，促进上下联动，把优质医疗资源
带到基层，实现资源共享，让更多基层群众
从中受益。

重庆晚报记者 易守华 通讯员 谢禹

重医附二院医联体

三级医院联动共享优质医疗资源
重医附二院医联体系列报道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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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成就大业。昨日，为期5天
的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能源及节
能环保行业全国总决赛在重庆圆满收
官。来自全国各地的205家行业优秀企业
同台竞技，展现风采。经过激烈角逐，最
终苏州英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臻
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脱颖而
出，斩获初创组、成长组一、二、三等奖。

据悉，此次在重庆举办的新能源及
节能环保行业总决赛，是今年创新创业
大赛六场行业赛中的首场比赛。随后，

“双创”火炬将依次传递，按照先进制
造、互联网、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
息行业，陆续在洛阳、杭州、广州、宁波、
深圳进行。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由科技部等多部
委联合发起举办，是目前国内规格最高、
规模最大、质量最好、影响最广的创新创
业品牌活动，经过7年积淀，已经成为推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抓手，也是中
国最大的众创空间和最强众扶平台。

据组委会介绍，7年来，大赛共收到超
过15万家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和团队报
名参赛。其中，第七届大赛的参赛企业突
破3万家，较上一届增长10.6%，再创历史
新高。

作为六大行业赛之一，今年新能源及
节能环保行业赛共有3517家企业报名参
赛，经过全国各地方赛的激烈角逐和层层
选拔，205家企业进入总决赛，其中，初创
组企业49家，成长组企业156家。半决赛
角逐后，最终18家企业进入决赛，上演巅
峰对决。项目涉及污水处理、新能源电
池、环境监测、空气净化、激光智能装备制
造、电能存储等多个领域，代表了我国能

源环保科技创新的最新研发成果。
记者现场看到，此次决赛采取“8+7”

的竞技模式，即8分钟参赛选手项目介绍
及展示，7分钟评委提问。大赛邀请7位业
内知名创投专家担纲决赛评委，现场打分
公布成绩。

经过激烈比拼，最终苏州英磁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浙江臻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等9家企业脱颖而出，分获初创组、成长
组一、二、三等奖。

重庆市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大赛，200多家行业优秀企业、众多行业
领域专家、创投机构等齐聚山城，对推动
重庆科技交流合作、促进重庆产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重庆将围绕全
市产业发展，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扶持
政策，加强创新创业平台布局，打造“双
创”活动品牌，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做好创新创业服务，大力激发全市创新
创业热情，打造“双创”升级版，推动全市
创新发展。

重庆晚报记者

中国太保“阿尔法保险”“听风者”
参展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7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
业信息化部、国家网信办、中国科学院、中国
工程院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18世界
人工智能大会在沪开启，中国太保智能保险
顾问“阿尔法保险”和智能风控“听风者”语
音情绪识别两个数字化产品成功入选大会
AI+金融应用体验区参展项目。

作为中国太保集团推出的行业首款智
能保险顾问产品，“阿尔法保险”以家庭保险
需求为导向，利用自然语言理解技术和智能
推荐算法，解答用户保险相关的咨询问题。
基于微信小程序，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或文字
聊天方式咨询“阿尔法保险”机器人，了解保
险常识并获取针对个人及家庭需求的保险
规划建议。上线当日访问量超过20万用
户，三日累计访问量突破100万，一周年访
问量超过576万，成为行业首创人工智能保
险顾问现象级产品，曾获《金融电子化杂志》

“2017年度金融信息化10件大事”、2017年
度上海金融创新奖等多项大奖。大会期间，
参展嘉宾通过人脸情绪识别测评财务段位
进行趣味互动体验。

“听风者”是中国太保产险利用语音情
绪识别技术在车险反欺诈领域打造的一款
人工智能产品。通过在车险报案环节嵌入
语音情绪识别，将客户报案的“喜、怒、哀、
沉、惊、恐、厌”7种情绪特征与“疑似酒驾顶
包、疑似逃逸和先出险后投保”等车险欺诈
场景进行匹配建模，测算欺诈指数，并将疑
点类型、现场调查建议第一时间推送给理赔
前端的查勘员，实现风控前置。参展嘉宾届
时可亲临展区，通过“保险大侦探”、“演技大
挑战”两种互动游戏，近距离亲身感受语音
情绪识别的技术魅力。

重庆晚报记者

昨日，重报集团旗下码头用车APP与
重庆盛渝泓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就进口车
的深度战略合作举行签约仪式，将共同打
造重庆进口车第一平台。

据了解，本次合作将会把重庆进口车
服务基站搭建到码头用车APP平台上来，
成立码头用车APP平行进口车板块，就平
行进口车的选购、售后服务、车主专属服
务、汽车金融、配件选购等进行“互联网+”
的深入合作，通过线上线下结合，运用“汽
车新零售”模式，借助金融的力量，降低消
费者购车门槛，做大进口车市场。

“根据双方合作计划，到2019年6月，
力争平台实现本地销售1800辆。”重庆车
码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码头用车

APP创始人王劲先生说，“一年后，在重庆
进口车经营模式成熟的基础上，将向全国
其他省市推荐延伸，逐步形成中高端汽车
海外直采及线上TO B \TO C端双向
销售网络格局。”

针对双方合作的前景，盛渝泓嘉总经
理曾伟非常有自信。据悉，盛渝泓嘉是重
庆市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招商项目签约企
业，由香港华亿金控集团控股成立，专业从
事进口汽车整车及零配件销售与租赁业务
的港资国际贸易公司。“截至今年6月，我
们公司实现汽车进口额达3.65亿余元。
在全国范围内有汽车销售二级经销商30
余家，在川渝云贵陕甘宁等华西地区拥有
汽车以租代售网点128个，具有广阔的市

场覆盖面积以及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曾伟
说，“码头用车APP与我司的发展思路十
分契合。我们希望通过双方的联合，真正
实现汽车线上、线下交易的统一，从而通过
平行进口汽车的整车销售，带动汽车后产
业链的发展。我们将在此基础上，建立重
庆最大的汽车交易市场，实现从实体产品
到虚拟服务的全方位服务。未来，我们还
会基于平行进口汽车产业平台进行目标拓
展，借‘一带一路’的东风，展中欧班列的优
势，在重庆本土完成欧洲商品城及国际产
品服贸基地的打造，让重庆市民足不出户，
享受到产品及服务的便利，实现真正实惠
到户。”

重庆晚报记者

▲总决赛颁奖仪式 组委会供图

码头用车APP携手盛渝泓嘉
打造重庆进口车第一平台

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能源及节能环保行业全国总决赛圆满收官

18家企业山城论剑 彰显国赛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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