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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8月7日，市
卫计委对《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
务相结合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进行了解读。按照《意见》，到2020
年，全市所有医疗机构要开设为老年人
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
所有养老机构能够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
年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据了解，截至2012年，全市60岁以
上老年人口达到578万，健康养老服务
需求也越来越多。

“此次《意见》将保障老年人基本
健康养老需求放在首位，旨在通过政
府引导，发挥民政养老、卫生计生医疗

服务、人力社保社会保险合力作用，充
分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合力推进
医养融合发展”，市卫计委有关负责人
说。

根据《意见》提出的目标，到2017
年，我市将建成一批兼具医疗卫生和养
老服务资质和能力的医疗卫生机构或养
老机构，80%以上的医疗机构开设为老
年人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
通道，50%以上的养老机构能够以不同
形式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到2020年，全市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
源将实现有序共享。

“我们鼓励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

构进行合作，”该负责人介绍，合作方式
可以多种，比如协议合作、转诊合作、对
口支援、合作共建、建立医疗养老联合体
等，在合作模式下，医院为其开通预约就
诊绿色通道，确保老年人能够得到及时
有效的医疗救治。

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
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将按照有关规定
发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并鼓励执业医
师到这些医疗机构多点执业。

同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为辖区
内养老机构、社区及居家养老的65岁以
上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每年免费提供
1次健康管理服务，包括生活方式和健

康状况评估、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健康
指导、中医体质辨识和中医药保健指导
等。

按照《意见》，为鼓励社会力量举办
医养结合机构，在制定医疗卫生和养老
服务相关规划时，要给社会力量举办医
养结合机构留出空间，按照“非禁即入”
原则，凡符合规划条件和准入资质的，不
得以任何理由加以限制。

此外，二级以上中医医院要开设老
年病科和“治未病”科，开展老年病、慢性
病和康复护理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中医馆开展中医健康养老，
提供中医药综合服务。

到2020年全市所有养老机构
都要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8 月 6 日，避暑胜地丰都雪玉
山，晚霞中的帐篷。连日来，雪玉
山迎来了数千名游客在这里避暑
纳凉。上千顶错落有致帐篷在晚
霞余辉的映衬下，构成一幅美丽的
画卷。

通讯员 林登周 摄

晚霞中的帐篷

本报讯 （记者 韩毅）8月7
日，湖北恩施来渝举办旅游推介会，
主推“凉城美景、风情恩施”，向重庆
游客发出“清凉之夏”的盛情邀约。

恩施与我市多个区县相邻，交通
四通八达，其境内拥有腾龙洞、恩施
大峡谷、坪坝营、神农溪等景点，在炎

炎夏日里，山水绵延、绿树茵茵、凉风
阵阵，是夏季消夏避暑的福地。

推介会上，恩施州副州长张勇
强表示，希望以此次旅游推介会为
契机，进一步推动渝鄂两地旅游的
深度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两地旅
游业繁荣发展。

恩施来渝“卖”清凉

本报讯 （记者 李珩）8月7
日，记者从市卫计委获悉，据《重庆
市人口和家庭中长期变动趋势研
究》初步预测，我市家庭2030年将
达到1120万户。

该研究报告预测，一人户的比

重会不断上升，2030 年将达到
29.72%。平均家庭规模2030年将
达到2.5人； 65+岁老人户、65+
岁单身老人户占总家庭户的百分比
都将不断上升，2030 年分别为
27.53%、17.96%。

我市家庭2030年将达到1120万户
平均每户2.5人

本报讯 （记者 陈钧）阿里巴巴
将与两江新区联手，在该区打造本地化
外贸生态服务体系，以实现重庆“外贸
3.0”的升级。这是记者8月 7日，从两
江新区首届跨境电子商务高峰论坛上
获悉的。

据介绍，在外贸B2B领域，中国的中
小企业面临着参与国际贸易的“方式转
换”，它们面对着三种外贸模式选择：传
统外贸，即“外贸1.0”，主要利用传统线
下外贸；旧式的外贸电商平台模式，即

“外贸2.0”，利用线上供求信息平台，未

利用大数据支持；新式的外贸电商平台
模式，即“外贸3.0”，或称为“新外贸”，利
用线上供求信息平台，同时利用大数据
支持，营造全球贸易大生态。

去年3月，马云在博鳌论坛上首次提
出建立世界电子贸易平台的想法。该想
法的本质是：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

B2B电商能整合供应链、金融、软件应用
和人才服务等相关服务商，重构产业生
态圈，解决传统企业效率低下、供需错位
等问题，让企业实现降低成本、提升生产效
率的目的。这其实就是“外贸3.0”的概念。

目前，两江新区可为落户该区的中
小外贸企业提供包括政策咨询、工商代

办、办公租赁、平台代运营等 12 项服
务。此次，阿里巴巴与两江新区牵手，共
建本地外贸生态服务体系，除了推动外
贸生态服务企业与中小外贸企业在两江
新区聚集，还将进一步降低企业外贸综
合服务成本，丰富服务类型，提高对中小
外贸企业的服务效率。

重庆升级“外贸3.0”

阿里巴巴将在两江新区建外贸生态服务体系

本报讯 （记者 李幸）8月7
日，记者从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获
悉，一年一度的英国外交部志奋领
奖学金2018/19学年，从即日起至
11月7日在全球开放申请。

据了解，志奋领奖学金是英国
政府最具代表性的奖学金项目，由
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FCO）于
1983年创立，仅面向非英国籍且欲
赴英攻读硕士学位人士。该奖学金
将提供在英国高校进修硕士学位一
年的学习生活费用，包括大学学费
（MBA 课程赞助上限为 18000 英
镑），月度津贴，一次来往英国的旅
费，落地津贴，归国津贴，一次签证
申请费用，在英国参加志奋领活动
的旅费等相关费用。

该奖学金在重庆开设17年来，

全市已有50余人成功申请。
据介绍，满足以下条件的人士均

可申请该奖学金：中国公民；已经获
得学士学位；已经被英国大学相关硕
士课程录取，或准备申请英国大学的
相关硕士课程（2018年秋季入学）；
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有管理和决策
职责；英语水平符合要求（雅思总分
6.5，单科5.5分以上），不是英国外交
与联邦事务部、志奋领奖学金项目秘
书处、项目合作伙伴或直接关联组
织的员工或员工直系家属；在该学
年未接受其他奖学金和资助，并且
近三年内未接受过英国政府资助。

具体申请方式可在今年11月7日
英国时间12∶00（北京时间19∶00）之
前在 www.chevening.org/apply
提交网上申请。

去英国读硕士
快来申报志奋领奖学金

本报讯 （记者 夏元）记者8
月7日从重庆高速集团获悉，日前
第二代ETC车道技术在渝湘高速
G65 巴南主线收费站、渝黔高速
G75 巴南主线收费站投入试用，
ETC车辆通过收费站的通行速度
可提高到40公里/小时。

据称，目前我市多数ETC车
道安装的是第一代 ETC 车道技

术，这要求车辆通过ETC车道时
的通行车速必须低于20公里/小
时，否则会导致ETC车道不能成
功读取信息，无法通过收费站。而
ETC车道采用第二代技术后，车
辆在通过ETC车道时，通过车速
可提高一倍，ETC车道每小时通
行量也将由目前的550辆次提高
到900辆次。

高速路收费站试点第二代ETC车道

车辆通行速度提至40公里/小时

呵护好新匠人，才能让工匠精神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积淀和创造更深厚
的内涵、更广阔的外延。

7月下旬，首届中国匠人大会在杭州举行，大
会吸引了千余名全国各地、各门类的匠人参与。
会上发布的《中国匠人电商生态观察》显示：互联
网催生出一批新兴“电商化匠人”，互联网化生产
与销售方式也让传统手工艺聚集地焕发生机，越
来越多的青年群体展现出对传统手工艺的认同，
并将其作为职业选择。（据《光明日报》）

说起匠人，有人兴许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他
们年纪老迈、技艺精湛，低调地隐于市井、藏于民
间。殊不知，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已经有大批
90后主动当起了匠人。尽管他们面孔还显得青春
稚嫩，但在技艺的传承和突破上，已然纯熟干练，
甚至已经成为推动产业创新的生力军。他们是传
统技艺的传承人，他们也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

“原住民”，他们就是“互联网+”时代的新匠人。
人人皆可为匠人，只要有工匠精神。当代社会

学家和思想家理查德·桑内特在《匠人》一书说，几
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匠人，因为匠心——把事情做
好的欲望，是根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人性冲动。
这种人性冲动，会凝聚成一股精神，即追求卓越的

创造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和用户至上的服务
精神。从“互联网+”时代的新匠人身上，我们可以
看到他们对精益求精、创新创造的欲望和冲动，可
以看到工匠精神正融入他们的血液和骨髓。

呵护，是我们致敬这些生长于“互联网+”时代
的新匠人的最好方式。如果不是他们对工匠精神
的敬畏和恪守，如果不是他们对互联网思维的灵
活运用，那些濒临消失的传统技艺，又怎能“老树
发新枝”，重新焕发生机活力。事实上，是这些新
匠人给了传统技艺新生的机会。因此，呵护好新
匠人，才能让工匠精神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积
淀和创造更深厚的内涵、更广阔的外延。

呵护好新匠人，需要传统技艺有更开放的姿
态。“互联网+”让那些曾因无人问津、后继无人而
濒危的传统技艺活了过来，但其市场化程度低、学
习周期长、传艺方式狭隘等问题，依然还是要突破
的瓶颈。传统技艺只有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接纳年
轻人，有着工匠初心的年轻人才能找到自己的志
趣所在，才能找到自己专注的方向。传统技艺因
互联网而提高了市场化程度，与之相匹配的，还应

该革新落后的教授方法、生产方式。开放的时代，
不能再像老工艺者那样一味地从师傅那里学

“工”，而是要更加注重表达内心、表达生活、表达
时代审美的“艺”。

呵护好新匠人，需要“互联网+”提供更好的平
台。工匠精神追求精益求精，技艺是精湛的、精致
的。传统手艺被“电商化”，并不意味着就流水线
化、批量化了。我们不能因为市场需求的扩大而
放弃对品质、对技艺的追求，更不能为了在急功近
利的浮躁心态中迷失了自己，丢掉了工匠精神。
要避免“山寨”挫伤新匠人的积极性，最好的办法
就是保护好知识产权。正如青年匠人们呼吁的那
样：“要对传统手工艺的文化样态、传统知识、遗产
资源、艺术形态等进行严密的法律保护，这样才会
有更多的匠人借助互联网由‘守艺人’转变为‘创
艺人’。”而互联网平台理应要有呵护匠人、保护手
艺的理念，有责任让技艺物有所值、物超所值。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双创”时代更加需要工
匠精神，“互联网+”时代需要更多新匠人成长起
来、活跃起来。要成为制造强国，不仅要有工匠精

神，还要有工匠制度，更要有工匠文化，来鼓励“互
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匠人沉下心来、坐住“冷
板凳”，在传承技艺的同时敢于创新突破，真正做
出匠心独运、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呵护新
匠人，守护匠心匠魂，就是要让工匠精神与互联网
思维实现相加到相融的进化。不忘初心，敢于创
新，正是我们需要涵养的“互联网+”新匠人精神。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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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来临，为一睹最高学府的风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常顶着烈日，排队几
个小时才能进入清华、北大校园。而在清华、北大校园附近，集结了一批五花八门帮
助游客“偷渡”进校园的商家，他们自称收取数十元费用，就能让游客不用排队进入
校园。（据《北京青年报》）

点评：带孩子以“偷渡”的方式参观名校，其实是给了孩子一个错误的示范。相
对于读名校而言，提高道德素质才是不可
或缺的一课。为了避免类似现象出现，游
客要提高素质，校园要强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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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一代该如何迎接即将到来的老
龄化社会？在这样一个流动的时代，年迈的
父母生病时需要子女陪护，而许多在外拼搏
的子女们往往“有心而无假”。如何解开这道

“爱的方程式”，是时代给我们出的考题。
最近，《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方法（修订草案）》提交二次
审议时，提出独生子女护理住院父母最高可
享10天护理假，这让不少人感到欣慰。实际
上，此前已有福建、湖北、河南、广西、四川等
5个省（自治区）出台了类似规定，子女护理
假短则3天，长则20天。各地纷纷就这个问
题进行立法保障，说明很多人都看到了设置
这个假期的现实意义。

一项假期政策的规定，戳中无数人柔软
的内心，正是因为它瞄准了社会的痛点。不
过，从以往的经验看，带薪休假这样的政策规
定，能不能从“纸面权利”变成实实在在的可
用权利，尚需观察。比如，为推动假期落地，
福建在出台护理假时，就设置了企业必须负
担的法律责任。强力要求企业落实假期固然
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仅仅出台监管和保障

机制，将压力转嫁给企业，“一罚了之”，恐怕
也非良策。

毕竟，子女陪护父母的伦理需求应当想办
法满足，但也不能完全不顾及企业的经济利益，
关键是把握好平衡。而这样的普遍性问题需
要系统性解决，如人社、劳动等部门能否协力落
实，企业微观管理机制能否留有休假空间，政府
是否给落实企业以适当奖励或补贴等，都是影
响孝亲氛围及其实现可能的重要因素。

养老和孝亲本质上不是经济账，而是亲
情账、文明账。社会的发展，最终要体现为生
活品质的提高，比如密切的家庭互动、有机的
社区关系、良好的社会保障等。当前，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处于深刻的转型期，保持有温度
的生活方式，有助于人们应对这样的社会变
迁。解好了孝亲这道“爱的方程式”，纾解了
人们心头“忍不住的关怀”，社会转型的压力
可能也就大大减少了。

（原刊于《人民日报》，有删改）

解好孝亲这道“爱的方程式”
□李洪兴

风生议 论议 论
Yi Lun Feng Sheng

据媒体报道，
暑期到来，又是旅
游旺季，很多对公
众免费开放的博
物馆，在吸引来大
批参观者的同时，
也成了一些人休
闲 乘 凉 的 地 方 。
记者走访了位于
北京的两家博物
馆，发现在一楼宽
敞的大厅里，坐着
不少人，久久没有
离去，他们或低头
玩手机，或与同伴
闲聊吃东西。甚
至也有人，脱下鞋
子“解放双脚”，如
入无人之境。

现实中，不只
博物馆，很多相对
凉爽的地方都成
为纳凉一族的聚
集地。单单最近
几天，就看到了好
几条类似新闻，比如一群大妈在超市
席地而坐等等。而某些城市地铁站
大量纳凉人群聚集于通道内的场景，
更引发了是否应该清理的热议。更
遑论宜家等家居商场常见的那些蹭
睡一族，到了夏天更是有增无减。毕
竟，现成的床现成的空调，美美地睡
上一觉，何乐而不为？

对此，一方面我们要感谢博物
馆、地铁、书店、家居广场等场所的管
理者。这些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允许
公众纳凉，展现出了开放的胸怀与包
容的善意，给予了人们充分的人文关
怀，这正是城市文明程度提高的具体
体现。而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对纳
凉一族说上几句：面对公共场所管理
者释放的善意，我们是否也应该以文
明的举动相应和？这应该是一个显
而易见的道理。可有些纳凉者完全
不顾他人感受，在公共场所肆意躺
卧，举止不雅，给来往的其他人造成
视觉污染。并且，一些在公共场所随
意展现不文明行为的人，还是带着孩
子一起去纳凉的，这将对孩子造成什
么样的影响？也许我们当中一些个
体少有注意个人形象与文明修养，但
对于下一代，我们绝不能忽视这方面
的教育。

包容、情怀，是一个城市温度的体
现。众人拾柴火焰高，让我们共同维
护，让文明的火焰越燃越亮。
（作者系清华大学品牌战略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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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 BAO SHI P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