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年前，时任某上市公司西
南区总经理的杨昌胜，在
留公司升职和从零开始创

业的抉择中，选择了后者。
“80后”的杨昌胜给人的印象是

实干而忙碌。记者到访时，正值中午
1点，杨昌胜正在会议室吃着盒饭，他
向记者投来了歉意的眼神。就是这样
一个温和而务实的人，一门心思扎进
了基层医疗，甚至为开拓诊所第一
单，自己当“小白鼠”让护士练习
抽血。

本期《成都创客》，聚焦好
医生云医疗科技创始人兼
CEO杨昌胜的故事。

放弃升职机会
投身基层医疗创业

杨昌胜，中山大学研究生毕业，创
业前担任一家A股上市公司西南区总
经理。他常与医生接触，在一次聚会
上，有位下基层的三级医院医生说：

“我在基层不会看病了。”杨昌胜纳闷
了：“名医不会看病，怎么回事？”

原来，在三级医院有各科室辅助
医生看病，而基层医生往往只有血压
计、听诊器、温度计老三样来辅助诊断
和治疗。杨昌胜说：“全国一半的门诊
发生在基层医疗机构，他们需要更丰
富的手段来服务患者。国家强调分级
诊疗，我为什么不去服务他们呢？”

当时杨昌胜所在公司，因为体制、
盈利压力等原因，无法服务基层诊
所。“公司甚至让我回广州总部担任更

高职位，但我没去，还是希望做想做的
事。”全国的医院有数万家，但诊所、卫
生室这类机构却有近一百万家。把这
一百万家服务好，在他看来更有意义。

于是，杨昌胜放弃升职机会，选择
了创业。

2015年 6月，他办完离职手续。
10 月即开始搭建好医生云医疗团
队。2016年1月，好医生云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应运而生，通过“好医生云检
验”切入基层医疗市场，为基层医疗机
构提供以血检为核心业务的互联网医
疗服务平台。

血检业务通俗来说，就是当病人
进入诊所时，医生可以通过云医疗提
供的设备和耗材为其抽血。随后医生
在APP上下单，呼叫业务员上门收取
检验标本。业务员会将标本送至自建
的医学检验所、第三方检验机构或合

作医院，在2小时-24小时内给出检
验结果，医生通过互联网可查看结
果。看不懂报告的，云医疗还有专门
的医学团队辅助医生看报告，提升基
层医生医学技能。

甘当“小白鼠”
在自己身上作抽血示范

2016年1月，公司以血检业务为
切口，签约了第一家诊所。可一段时
间过去了，这家诊所竟一单没下。

一贯沉稳的杨昌胜坐不住了。“这
家诊所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医生是当
地的名医，怎么会这么久没有业务？”
他立马带着公司的张医生来到这家诊
所。经了解，这家诊所的女护士是个
新手，她在家人身上试着抽血，连抽了
几次都没抽出血来，她不敢再抽血，血
检业务也就搁置了。

杨昌胜见状，想出了对策。“由于
我经常运动，血管比一般人粗。就让
张医生在我的胳膊上作抽血示范，再
让护士在我的另一只胳膊上试验。”杨
昌胜前后“献”了两管血，教会了第一
家合作诊所的护士做血检。

随后，公司逐步展开和诊所的业
务合作。因属于好医生药业集团下独
立运营的控股子公司，依托集团资源，
好医生云检验快速打开了市场。同年
7月，公司业务做到了四川的20多个区
县。目前，上线不到四年，已与超过10
万家基层诊所(含村卫生室)形成合作，公
司也已发展成近千人的团队，业务覆盖
全国近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000
多个区县，服务超过了300万人次。

杨昌胜说：“我们始终认为这是严
谨的医学行为，而非简单的冷链物
流。通过赋能基层医生，将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至基层，让老百姓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三级医院水平的医疗服
务。”下一步，好医生云医疗将努力把
合作诊所发展到20万至30万家。以

血检等业务为切入口，目前正在形成
一个涵盖专家、二三级医院医生，打通
保险、药品、器械、患者等各环节在内
的医疗生态体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刘旭强 朱珠

在成都这座城市，有这样一群
人：他们在“九死一生”中，体味活下
去的痛苦和快乐。他们就是成都创
客，Chengdu Maker。

聚焦创客群体，用镜头讲述他们
的故事，封面新闻推出《成都创客》系
列短视频。我们关注初生牛犊不怕
虎的年轻人，看他们如何用天马行空
般的想象力在创新之路上摸索前行；
我们关注“高龄”下海的中年人，倾听
他们在身份转换、归零再出发中的焦
虑与收获；我们关注土生土长的本土
创客，欣赏每一朵从天府之国的沃土
中开出的创业之花；我们关注漂洋过
海落地蓉城的海归派，寻找在文化碰
撞中迸发出的梦想火花。

如果你是一名创客，如果你身边就
有创客，也欢迎与我们分享你们的精彩
故事。扫描二维码进入报名通道，分享
你的故事。

成都创客，
欢迎来战！

征集令

爱国情 奋斗者

好医生云医疗创始人杨昌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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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周四沪指低开，盘中震荡走
低，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在消息面利空的背景下，正
如之前所述“近几日处于时间窗口
前的最后一次探底阶段。”周四市场
出现明显下跌，仅稀土、农业等少数
板块有所表现，不过北上资金净流
入超20亿元。截至收盘，两市涨停
22只，跌停2只。技术上看，各股指
均失守5日均线，仅创业板指仍收于
60日均线之上；60分钟图显示，沪深
股指均失守5小时、60小时均线，且
60分钟MACD指标出现死叉；从形态
上看，各股指均出现一个跳空缺口，
虽然光头光脚阴线对市场造成不小
心理压力，但根据缺口理论，由于当
前处于震荡区，相信该缺口将很快
回补；从笔者技术模型来看，一周前
就明确指出本周五为时间窗口，如
今的下探无非是最后的挖坑动作，
而下周一作为科创板开板的日子，
市场无疑应该向上变盘。期指市
场，各合约累计成交略增、持仓略
减，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明显减
少，特别是有四个合约出现正溢价，
显示短期下跌一定会得到正面修
复。综合来看，市场走势仍在预期
之中，短期下跌依然是低吸机会，当
下仍应继续期待下周的行情。

资产：周四按计划以17.88元卖
出迅游科技8万股，以8.46元卖出鄂
尔多斯13万股，以12.13元加仓大冶
特 钢 2 万 股 。 目 前 持 有 南 玻 A
（000012）45万股，大冶特钢（000708）
10 万股，京能置业（600791）30 万
股。资金余额5991501.82元，总净
值10267501.82元，盈利5033.75%。

周五操作计划：大冶特钢、京能
置业、南玻A拟持股待涨，拟关注部
分低估白马股。 胡佳杰

白｜杰｜品｜股

预期之中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菲）成贵
铁路又有好消息了。7月18日，记
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
获悉，7月初，成贵铁路兴文至贵阳
段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此次静
态验收包括兴文至白云段和贵阳铁
路枢纽相关工程两个部分。

据悉，成贵铁路兴文至贵阳段
主要工程项目位于云南省和贵州省
境内，正线全长约289公里，其中桥
梁161座、总长约71公里，隧道106
座、总长约175公里，全线新建新街、
威信、镇雄、毕节、大方、黔西、卫城
北、白云8座车站。贵阳铁路枢纽相
关工程包括成贵铁路正线至贵阳北
站总长约6.65公里的联络线、贵阳
铁路枢纽白云站至贵阳东段线路等
工程。

验收组从7月1日起对工电系
统、牵引供电、通信信号、房建和自
然灾害等专业项目进行验收，并计
划在9月下旬完成专家评审。

成贵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
速铁路网中兰（西）广大通道的重要
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632公里，为
客运专线，设计时速250公里。其
中，成贵铁路成都至乐山段已于
2014年12月先期开通运营；今年3
月9日，成贵铁路乐山至贵阳段开始
运行试验；6月15日，成都至宜宾段
动车正式开通运营，两地最快通行
时间缩短到79分钟，结束了川南宜
宾无高铁的历史。

此次兴文至贵阳段进行静态验
收，意味着距离成贵铁路全线通车
又近了一步。届时，成都飙拢贵阳
只需3小时，直达广州只需7小时。

高新税务明形势压责任

深入推进纪检工作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

近日，成都高新区税务局召开纪检
监察工作专题会议，总结上半年工
作成效，分析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
对下半年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落深落细。

会上重点分析了当前纪检监察
和反腐败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进一
步明确纪检组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监督执纪问责责任。通报
内蒙古满洲里市政府、海关乱收费
抵消减税降费效果和湖北省仙桃市
3名税务人员及其家属插手涉税财
务代理机构被停职两个典型案例，
促进举一反三，强化警示作用。

同时，对照“成都高新区税务局
2019年监督责任工作清单”，总结上
半年纪检工作开展情况，采取系列
措施强化部门监督和廉政教育，包
括按月更新岗位廉政风险点、定期
开展部门考勤并通报、严格填写因
公因私外出审批单、向企业回访外
出情况、通报典型案例、分享参加警
示教育活动的心得等。

会上强调，要进一步明确分管
纪检工作部门负责人以及纪检干部
的监督职能定位。对分管纪检工作
部门负责人、专（兼）职纪检干部、纪
检联络员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
要求各部门对照监督责任工作清单，
强化责任落实、逐条分解工作任务，
将压力传导至每名干部。人数较多
的科（所）要增强主动发现问题的能
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开
展工作。

Chengdu

成贵铁路离全线通车又近一步

兴文至贵阳段
启动静态验收

7月16日，成都张女士到自己经营的
民宿里验房，发现胶水堵了钥匙孔，隐约觉
得“遇到事儿了”。果不其然，打开房门一
看：很多装饰物被破坏，扔进了垃圾桶；
100多支全新的牙刷被一支支拆开扔在地
上；再查水电，发现被用光欠费了……

见此情景，张女士立马判断这是前
几天入住的房客干的。什么仇什么怨，
让房客刘某如此大动肝火对民宿撒气
呢？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到
当事人还原事情经过。

事发民宿
室内狼藉水电费被用完

16日，张女士接到民宿保洁员的电
话，称她这间位于天府广场附近的房间
门锁打不开了。张女士赶到场后发现，
锁眼已被胶水堵住。叫来开锁匠打开房
门后，房屋内一片狼藉，让她惊呆了。

张女士出示了当天进门后拍摄的
“第一现场”照片：“家里的摆设，很多被
扔到垃圾桶，沐浴液、洗洁精被倒光。还
有没用过的100多支新牙刷，全被拆开
丢在地上。”

随后张女士检查水电发现，屋内已
经停电停水。到物管处查询后得知：是
水电费被用完才停水停电的。“上个房客
7月8号入住的时候，水费我充了100
元，电费充了300元，咋个就用完了呢？”
张女士很纳闷。物管告知，她卡上的余
额用到停水，按单价算的话，这几天差不
多用掉了几十吨水。

张女士第一反应就想到了租客刘
某，一位年轻女孩。自己房屋的这一切，
显然是刘某蓄意为之，两人在之前因为
退房费的问题，有过不太愉快的交流。

到底是不是刘某干的呢？张女士当
即通过短信方式与其沟通。刘某并没有
否认，同时称：自己又没有损坏东西，就
是不赔！

事件原由
拒退房费引发房客不满

双方的不愉快要从前几天退房费说
起。7月8日，刘某通过自如平台预订了
张女士的民宿，时间为 3 天，住到 11
日。9日，张女士接到别的客人咨询，想
订后面几天的房间，于是问刘某还打不

打算续租，刘某表示会再租住5天，即
住到7月16日。

通过微信沟通后，刘某给张女士转
了之后5天的房费共计1440元，张女
士没有再收取押金。“之前在自如订房，
会按每天房费288元收取押金。”出于
方便和信任，这5天的房费两人都没有
再通过自如平台交易。

13日，刘某找到张女士称，剩下的
几天不打算住了，由于事情已处理完，
不在成都待了，要求退还剩下的房费。

“我当时就拒绝了，并告诉她，按照自
如上的相关规定：退房需在入住的7天
前提出，退50%的房费。”张女士说，当
时她拒绝了这个要求，认为对方在自
如订房，应该知晓这个规定。而且，她
为了刘某才推掉了其他房客，租金肯定
不会退。

根据张女士所描述的内容，刘某随
后在微信上表示剩下的几天将继续住，
并删掉了微信，称有事电话联系。接
下来的几天，两人再无任何联系，直到
16号到期收房，才发现民宿里出了状
况。

气愤的张女士把这事曝光到网上，
很快引来众多网友“围观”。18日记者
拨打了刘某电话，已提示关机。加其微
信，也显示号码不存在，刘某目前尚未
对此进行回应。张女士在曝光的帖文
里透露，刘某辩称“房间里没有任何提
示，我凭什么赔偿你？”认为张女士拒退
房租是收“黑心钱”，并对房屋内的物品
损坏一事表示可以“警察局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田之路

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18日
发布了2019年雪豹野外监测工作第一
轮数据回收的最新成果。一台布设在
卧龙银厂沟区域海拔3800米左右的红
外线触发相机连续记录了雪豹“一母带
三崽”练习生存技能的完整画面。

该视频共6段，记录时间分别是
2018年 12月 21日和 24日。这是继
2017年8月卧龙保护区首次拍摄到雪
豹“一母带三崽”后，又一次拍到四豹同
框的珍贵影像。

据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专家李
晟分析，按小雪豹体型判断，这三只雪
豹幼崽年龄大概接近一岁，正是学习生
存技能的好年纪。雪豹是独居动物，大
约会在一岁半至两周岁之间离开母亲

独立生活。雪豹一胎产仔二到四只，比
较常见的是一母带两崽，四只雪豹同框
比较少见。

据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
委书记段兆刚介绍，按照中国境内雪豹
分布平均密度为每100平方公里1至3
只计算，这次发现表明卧龙的雪豹种群
密度可能远高于平均值。

近年来，卧龙保护区针对雪豹开展
了全面、系统的野外监测，对区内海拔
3500米以上，约438平方公里的范围
进行了红外线触发相机的网格化布控，
覆盖8个雪豹栖息地及潜在栖息地，获
得了大量珍贵资料和数据。

据新华社

拒退房费 房客撒气
“任性”拆掉百余支新牙刷

四川卧龙拍到

拍摄的雪豹影像。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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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余支
新牙刷被扔
一地。

◀室内狼藉
一片。

杨昌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