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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10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获悉，该院颌面头颈外科联合
眼科利用手术导航系统，成功为一名左侧面部巨大骨纤
维异常增殖症患者实施手术，这在重庆尚属首例。

10年前，马希（化名）的左脸莫名肿胀起来，并且病
情逐渐加重，他多年来一直多方求治，但丝毫没有效果。

最后马希来到大坪医院，经检查，医生判断其患的
是面部骨纤维异常增殖症。“通俗理解就是你的面部有
骨肿瘤。”颌面头颈外科何海涛主任介绍，马希这个肿瘤
最长处超过10厘米，不规则分布在左眼眶、颧部、鼻部、
上颌骨和颅底乃至颅内区域，特别是左侧眼眶外侧壁和
眶底处的肿瘤，几乎填满了左眼眶尖和视神经孔，“如果
任由其发展，肿瘤不断对视神经产生挤压，必然会损伤
视神经，导致失明。”

但通过手术将眼眶外壁和眶底的病变骨头去除
充满着巨大风险：眼眶呈锥型，位置越深可供手术的
空间就越狭窄，最窄处不足1厘米，加之术中出血等
因素的影响，手术的视野会极不清晰。在这种状况下
实施手术，稍有不慎便会损伤患者的视神经或脑组

织，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另一个难题是，单凭
医生个人的经验判断和技术，要想实现马希双侧面部
的基本对称，达到矫治“怪脸”的目的，采用传统的手
术方式几乎不可能。

何海涛决定采用最新的颌面部计算机辅助技术，利
用3D打印技术制作实体模型，随后在实体模型上设计
手术方案，最大限度避免损伤术区毗邻的视神经、脑组
织等重要结构，从而有效降低手术风险。

一切准备好后，手术于10月9日下午开始，医生们
按照预先设计：在发际处、睑缘下和口内等面部隐蔽处
作切口，充分暴露鼻、眶、颧、上颌骨等区骨病变，然后在
颌面外科专用导航仪的引导下切除颌面部骨病变和眼
眶内骨病变。手术历时近10个小时，不仅保证视神经、
眶下神经无损伤，还最大限度实现了马希双侧面部的基
本对称。目前，马希正在恢复中。

大坪医院完成重庆首例导航技术下
面部巨大骨纤维异常增殖症手术

大坪医院完成重庆首例导航技术下面部巨大骨
纤维异常增殖症手术。 大坪医院供图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说到重庆美
食，最有名的绝对是火锅、小面。说到零
食，人们往往会想起米花糖、豆干……重庆
那么大，你可知道每个区县都有自己的“招
牌零食”？10月11日，市规划局、市地理信
息中心发布《重庆零食地图》，将重庆各个
区县具有代表性的零食一一列出，方便“好
吃狗”们一饱口福。

纵览地图，不难发现重庆的零食不仅
多，而且各具特色。例如江津的米花糖、黔
江的牛肉脯、武隆的羊角豆干，在市内外都
深受欢迎。这是为啥？

市地理信息中心工作人员介绍，重庆零
食之所以种类多、特色多，与重庆的历史有
密切关系。重庆自古物产丰腴，位于交通要
道，且兼具山河峡湖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
这就为各种零食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历
史上的“湖广填四川”等人口迁移，又带来了
国内其它地方的美食文化。如此一来，重庆
零食不但充满巴渝百姓的生活智慧，也是文
化融合、发展的生动记录。

■ 江津米花糖
江津米花糖是具有近百年历史的传统

名特产品。米花糖做工精细，选材讲究，以
优质糯米、核桃仁、花生仁、芝麻、白糖、动
植物油、饴糖、玫瑰糖等为原料，经10多道
工序精工制成。生产出来的产品洁白晶
莹，香甜酥脆，爽口化渣，同时具有形式精
巧、物美价廉、携带方便等优点，可作茶点、
野餐、馈赠亲友的佳品。

■ 黔江牛肉脯
黔江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生态环境优

越，自然草场资源丰富。黔江牛肉脯正是
采用在此条件下食自然青草而育肥的优
质黄牛，经屠宰后精选瘦肉为主要原料，

将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融合制作而成。
黔江牛肉脯肉质紧实、纹理清晰、片薄透
明、味道绵长，成品呈玫瑰色，其丰富的营
养、特殊的口感使之成为居家旅行必备之
良品。

■ 巫山大昌雪枣
大昌雪枣是巫山当地一种已有上百年

历史的传统零食，曾被列为北京人民大会
堂宴会食品，用于招待各方宾客。因形状
似枣，长八、九厘米，直径二、三厘米，表面
白粉穿衣，如霜似雪，故名雪枣，有诗曰“八
面玲珑身似雪，外酥里脆口口香。”大昌雪
枣工艺复杂，样成八角，外皮色白如玉、无
杂质，内瓤银丝满腹，入口即化，给人清甜、
酥脆、爽口的感觉。

■ 武隆羊角豆干
武隆羊角镇有“中国豆腐干之乡的美

誉”，这里两岸山峦绵延，沿乌江而建。羊
角豆干制作工艺繁复考究，通过汲取武陵
山脉一带的山泉水，采用山林中生长的香
料药材，选择优质黄豆，经过数道工艺流
程，长时间生产而成。正宗传统的羊角豆
干，细腻绵扎，有嚼劲，入嘴有天然香料的
香气，美味可口。羊角豆干可直接食用，也
可进一步加工，制作成为美味佳肴。

■ 彭水郁山擀酥饼
香、甜、酥、脆的郁山擀酥饼，至今已有

两百多年的历史，擀酥饼技艺被列入重庆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郁山擀酥饼配料
精致，采用上等的面粉、饴糖、芝麻、黄豆、
桂花、陈皮等原料，经手工精制而成，属于
纯天然的健康食品。擀酥饼食后丹桂余
芳，有名人食后曰：“食尽江南珍馐味，始知
郁镇有擀酥”。

本报讯 （记者 周松）10月
11日，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
办、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单位承
办的全国“网信普法进校园”重庆站
系列活动在西南政法大学拉开序
幕。活动期间，专家学者将走进校
园，解析网络安全形势，为学子们普
及网信法律知识。

开幕式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政策法规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活动旨在深入贯彻《网络安全
法》精神，提高互联网服务管理的规
范化、科学化水平，促进互联网健康
有序发展。

市委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重庆扎实推进
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深入贯彻落
实《网络安全法》，坚持依法管网治

网，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加
大对未成年人上网保护力度，切实
维护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
益。

开幕式上，西南政法大学普法
志愿者发出倡议，号召大家自觉遵
守法律法规，自觉倡导网络文明，自
觉约束个人行为，自觉抵制不良信
息，争做网络文明志愿者。

接下来的两天还将举行多场活
动，其中，西南政法大学将开展网信
普法课堂、网信法治论坛，重庆邮电
大学将举办网信普法课堂。专家学
者将与学子们深入探讨网信政策和
法律前沿问题，解读《网络安全法》，
解析网络安全形势，普及网信法律
知识，为学子们送去日常网络安全
提示和建议。

网信普法走进高校

专家教你远离网络陷阱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最
近，市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总队国
泰大队“雷锋的士”队员杨勇的出租
车变身产房，助一名孕妇顺利生产。

那是10月3日清晨，当杨勇经
过石桥铺兰花小区门口时，一名男
子紧张地招手拦车：“师傅，我老婆
要生了，要赶快送到医院。”杨勇说，
当时孕妇的状况看起来不太好，双
手捂着肚子，脸色很苍白。他赶忙
下车搭把手，将孕妇扶上了后座。

快到医院门口时，只听孕妇“哇”
的一声，杨勇以为她呕吐了，从后视
镜一看，“宝宝已全部出来了，胎盘也
出来了一半，车上到处是血……”

情况危急，产妇的家属有些不
知所措。杨勇赶忙下车，朝医院大
喊：“快点来人！娃儿生在车上了！”

因为暂时无法搬动产妇，医生
立即钻进车内，在狭小的空间里给
宝宝紧急消毒、断脐，做相应处理。
由于处置及时，母女平安。10多分
钟后，杨师傅看见大人小孩顺利进
了病房，才放下心来。

此时，杨勇的出租车后座全是
血迹，他花了40多分钟才清洗完
毕。杨勇笑着说：“遇到这样的事，
重庆的‘的哥的姐’都会帮一把，我
也不例外。最欣慰的是母女平安，
我也就放心了！”

孕妇突然生产
“雷锋的士”出租车变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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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厉害了 中国桥
中交二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之党建篇

中交二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简
称“二航局二公司”）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面落实“从严治党”方针，积极发挥企
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为推动企业
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政治保证
和组织保证，一举实现承揽经营合同额
500多亿元的喜人成就，领航公司向着

“率先建成世界一流企业”的宏伟目标阔
步前行。

打造攻坚克难“党员先锋队”

近日，港珠澳大桥东、西人工岛岛
上建筑及海底隧道管内施工现场，党员
攻坚小组组长张洪正马不停蹄地与7名
党员和500多名工人夜以继日攻坚克
难，誓为推进这一“超级工程”竭尽全
力。

这是二航局二公司打造攻坚克难
“党员先锋队”的一个缩影。长期以
来，公司着眼企业管理重点、难点、热
点，在党委下设的41个党总支和支部

中，共有在岗党员426人，各党组织积
极搭建党员建功立业平台。先后开展
了“党员身边无事故”、“企业增效，党
员在行动”等主题活动，扎实推进“党
员先锋工程”建设，激励党员在急难险
重时挺身而出。

据介绍，公司在陆续建成世界第一
跨、世界第一塔、亚洲第一高墩、中国第
一锚等特大型桥梁工程中，无处不见党
员建设者们忙碌挥汗的身影。近年来，
公司先后选树和表彰了“首届道德模
范”和一大批优秀党员，以鼓励他们在
远洋孤岛、高寒地带、大漠深处等工程
建设中发挥的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抓住关键少数培养“领头羊”

一直以来，二航局二公司在“四海
为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穷则思
变、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爱岗敬业、
情系二航”的奉献精神这三种“传统精
神”的引领下，狠抓党员干部、技术骨干

等关键少数的培养工程。
当了19年工长、17年技师，李洪军无

疑是关键少数“领头羊”中的典型代表。
由他研发的质量优、速度快的DOKA液

压爬模系统新工艺，不仅让德、英技师们
竖起大拇指，更是帮助江苏润扬、苏通两
座长江大桥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

在党员干部“关键少数”的带领下，

二航局二公司累计成功研发了110多项
国内外领先技术成果，2项获国家科技进
步奖、8项获国家级工法、获得专利授权
49项，成立全国劳动模范、中华技能大奖
获得者孙家林“劳模工作室”、孙家林“技
能专家工作室”和全国技术能手陶建飞

“创新工作室”，同时开设土木工程研究
生、海外毕业生培训班，实施“卓越工程
师”计划等，持续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智
力支持和技术保障。

践行国企责任奏响“和谐曲”

二航局二公司自1964年入渝以来，
一直把服务社会民生、参与公益事业作
为国企责任牢牢抓紧抓实，奏响了一首
仁爱、奉献、扶贫的“和谐曲”。

2008年以来，公司先后为汶川、青
海玉树地震灾区、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区
以及西南特大旱灾区捐款捐物价值100
多万元；2010年捐资30万元为重庆石
柱土家族自治县三益小学建设了宿舍
楼；组建了“蓝马甲”志愿服务队奔赴万
里之外参与中马友谊大桥建设和传播
中国文化。今年3月，公司发动40多个

基层单位参与了“共襄善举、献助爱心”
捐款活动，助力脱贫攻坚战。

在“党建+公益”特色活动深入开
展过程中，公司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单
位、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全国
模范职工之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
国优秀建筑企业、全国工人先锋号等
90多项荣誉称号。

吴伦 图片由二航局二公司提供

链接》》

党建增活力：项目一线党旗红
二航局二公司承建的江苏苏通长江

公路大桥，首次突破世界斜拉桥1000米
跨越，最终实现“把党旗和国旗插上世界
最高桥塔之巅”的铮铮誓言，并以此衍生
出“创新是灵魂、文化是经络、安全是前
提、质量是生命”的项目管理理念。

近年来，随着海外项目增多，公司
党委又积极探索了海外党建工作模式，
在中马友谊大桥、文莱PMB大桥等多个
项目工地均设立了党组织，有力地为项
目顺利推进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
织保证。

在党旗引领下打造世界一流企业

二航局二公司的建设者们在中马友谊大桥与党旗合影庆祝建党96周年

本报讯 （记者 周雨）10月
1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江津区举行
的2017年工业项目集中竣工投产
活动暨三季度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
约仪式上获悉，该区一新投产的企
业将地沟油变废为宝生产出生物柴
油，已出口至葡萄牙。

这个企业是位于江津白沙工业
园的重庆渝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该企业自今年8月投产以来，
已将500吨生物柴油经水运出口到
葡萄牙，销售额达300万美元，这也
是重庆生物柴油的首次出口。

该公司的生物柴油以大豆和油
菜籽等油料作物、油棕和黄连木等
野生油料植物、工程微藻等水生植
物以及动物油脂、餐饮垃圾油等为
原料，通过酯交换工艺制成可代替
石化柴油的再生性燃料。此再生性
燃料与矿物柴油相比，具有低含硫、
低排放污染、生物可降解性优良等
特点。

该企业已出口的500吨生物柴
油中，多数都是利用餐饮垃圾地沟
油为原料制备。该企业投产及其产
品的顺利出口，为我市餐饮垃圾油

资源化利用开辟了一条路子。
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达

产后可年产生物柴油5万吨、工业
级混合油5万吨。预计2017年可
实现产值5000多万元，明年将达到
2亿元。

当日，江津集中竣工投产的工业
项目共有54个，总投资131.2亿元，
达产后预计实现产值246.4亿元。

另外，江津还于当日集中签约
了 28个项目，协议总投资 246亿
元。

在这些新签约的项目中，也有
一个变废为宝的项目，就是签约落
户珞璜工业园的厦门盛方生态技术
有限公司。

该公司将投资10亿元在珞璜
工业园建设植物纤维复合材料生产
基地。该基地将借助江津综保区口
岸优势，从东南亚进口椰壳，将其加
工成椰壳纤维，用于生产沙发、床
垫，供应川渝市场。相比沙发、床垫
过去所采用的海绵原材料，椰壳纤
维具有天然环保、易降解的优势。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销售额
可实现20亿元。

地沟油变废为宝

江津生物柴油出口葡萄牙

本报讯 （记者 向婧）为什么要
“三变”？“三变”变什么、怎么变？利益机
制如何建立？11日，在全市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培训班上，贵州省
六盘水市“三变”改革办副主任王奇兵受
邀为我市近200名农业农村工作战线的
领导干部现场传授农村“三变”改革的先
进理念和成功经验。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模式，是贵州省
探索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为全国农
村发展提供了样板示范。作为“三变”
改革发源地，3年多来，六盘水市通过
农村“三变”改革，全市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年均增长 11.8%，带动 22 万贫
困群众脱贫。

“‘三变’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
统工程，涉及农村产权制度、农业经营制
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农业供给侧、城
乡一体化、乡村治理体系等一系列农村
综合改革。”王奇兵说。

“三变”变什么？具体而言，资源变
资产，就是村集体将集体土地、林地、水
域等自然资源要素，通过入股等方式加
以盘活。资金变股金，就是在不改变资
金使用性质及用途的前提下，将各级财
政投入到农村的发展类、扶持类资金等，
量化为村集体或农民持有的股金，投入

到各类经营主体，享有股份权利。农民
变股东，就是农民将个人的资源、资产、
资金、技术等，入股到经营主体，成为股
东、参与分红。“其核心是还权赋能，股份
合作。”王奇兵说。

“三变”怎么变？王奇兵介绍，主要
从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从资源活化入手，打造“股份
农民”。以股份合作为核心，以股权为纽
带，采取“保底分红+收益分红”等方式，
让农民从资源资产中获得财产性收入，
使之成为“股份农民”。

第二，从优势产业入手，搭建发展平
台。

第三，从资金整合入手，强化金融策
略。加大各类资金整合力度，通过“资金
变股金”来激活和放大资金使用效益，变
一次性投入为持续性增收。

第四，从经营主体入手，培育承接龙
头。采取兼并、联合、重组等方式壮大一
批；对于没有经营主体的乡村，采取多种
方式引进一批实力强、信誉好、有公益心
的企业；鼓励那些有技术、懂管理的种养
能手，有头脑、懂市场的外出务工人员，
在家乡领办创办合作社。

第五，从权益保护入手，严密防范风
险。

“‘三变’改革的思路和理念，为我们
激活农村的资源和资产提供了借鉴和典
型。”市农委负责人表示，重庆将把“三
变”改革作为我市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
抓手，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
大农村集体经济、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
农村金融改革、创新脱贫攻坚机制、建立
健全农业担保体系等充分融入其中，最
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

农村“三变”改革如何搞
贵州六盘水专家来渝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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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区县

万州

黔江

涪陵

渝中

大渡口

江北

沙坪坝

九龙坡

南岸

北碚

渝北

巴南

长寿

江津

永川

合川

南川

綦江

大足

零食

鱼泉榨菜

牛肉脯

涪陵榨菜

小汤圆

芝麻小糍粑

熊鸭子

陈麻花

白市驿板鸭

醪糟麻花

怪味胡豆

有友凤爪

麻圆

薄脆

米花糖

盐花生

合川桃片

灰粑

老四川牛肉干

三驱甜粑

序号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区县

璧山

铜梁

潼南

荣昌

开州

梁平

城口

丰都

垫江

武隆

忠县

云阳

奉节

巫溪

巫山

石柱

秀山

酉阳

彭水

零食

璧山板兔

兰花根

双江五香花生米

猪儿粑

龙须牛肉

袁驿豆干

手撕腊肉

鬼城牛肉干

垫江肉干

羊角豆干

香山蜜饼

桃片糕

牛肉干

牛肉干

大昌雪枣

老川江牛肉干

米豆腐

乌羊肉干

郁山擀酥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