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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实习
生 李行芩）炎炎夏日，游泳是很多人的
最爱，可游泳场所的卫生条件怎么样？8
月2日，市卫计委、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
局联合重庆日报、华龙网在全市范围启
动游泳场所卫生“你点名 我监督”活
动，由市民来“点名”将接受随机交叉检
查的游泳场所。

从8月2日至12日，市民可在重庆
卫生计生监督微信公众号、重庆日报客
户端、华龙网重庆客户端相关活动栏目
或页面上，选择所关心的游泳场所，对全
市 700 余游泳场所进行网络投票“点
名”、投诉。

根据投票结果，市卫生计生监督执

法局将组织全市卫生监督员，对每个区
县“点名”较多的3个合法游泳场所及群
众投诉举报较多的1个游泳场所（包含
非法游泳场所），开展随机交叉执法检查
活动，随机抽取卫生监督员组成执法检
查组，跨区县对随机抽取的游泳场所的
各项卫生管理落实情况、游泳场所水质
等，进行监督检查及现场快速检测。

据介绍，游泳场所主要卫生检测指
标为游离性余氯、细菌总数、大肠菌群、
尿素、浑浊度、pH值等，每个检测指标都
有不同意义。比如游离性余氯，它可以
反映泳池的消毒效果，余氯含量过低达
不到消毒效果，但如果水中氯含量过高
也会对皮肤、黏膜产生刺激，严重时还会

导致皮肤病、角膜炎等。
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有关负责人

提醒，市民游泳前可通过以下四个重点，
确保游泳卫生。

一看：游泳场所应在醒目位置公示
了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度等级标识、池
水卫生检测结果和池水自测记录；在场
所醒目位置有“严禁肝炎、重症沙眼、急
性出血性结膜炎、中耳炎、肠道传染病、
精神病、性病等患者和酗酒者进入”的标
志；水质应清澈、水质无漂浮物、水底无
沉淀物、周边环境应干净卫生。

二闻：贴近水面用鼻子应能闻到淡
淡的消毒水的气味，一般不应有过浓的
药味，甚至呛人的味道，更不应有臭味。

三准备：下水前需淋浴和泡脚，游泳
时带泳镜、泳帽。

四自律：了解自身是否患有肝炎、重
症沙眼、急性出血性结膜炎、中耳炎、肠
道传染病、精神病、性病等游泳禁忌症，
强行进泳池游泳可能会影响他人健康，
同时应自觉提高卫生意识，不要在泳池
内小便，游泳后淋浴清洗全身。

游泳场所卫生“你点名 我监督”活动今日启动
市民可在重庆日报客户端上，对全市700余游泳场所进行网络投票“点名”、投诉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实
习生 李行芩）8月1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市卫计委获悉，针对过度诊疗等
现象，市卫计委印发了《全市医疗系
统民生监督暨过度诊疗专项整治行
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于今年
10月以前，在全市二级及以上公立
医疗机构(不含部队医院)中开展过
度诊疗专项整治行动，缓解群众看病
贵的难题。

据介绍，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以
不合理用药、不合理使用大型设备
检查、不合理使用高值医用耗材为
整治重点。其中，有针对性地选择
重点对象若干处方和病案进行监督
检查，重点关注辅助用药特别是高
价药。

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各
医疗机构要选择不少于5种价格较
高、用量较大的辅助用药进行全面
追溯，将用药量靠前的医务人员，纳
入必点必评范围；对于不合理使用

高值耗材问题，医疗机构要选择不
少于5种本单位用量靠前的医用高
值耗材和医用辅助性耗材，进行跟
踪分析和监管；对于不合理使用大
型设备检查问题，医疗机构要结合
本单位实际选择检查费用较高的
CT和MRI等检查项目，对检查合
理性进行重点监督。

《方案》指出，要强化问题线索收
集和集中统一管理，聚焦“小病大治”

“大病豪治”等增加群众就医费用和
医保负担的过度诊疗行为。在整治
期间，对自查自纠不到位、不彻底，顶
风违反行业作风建设和诊疗行为规
范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一经查
实，将按规定按高线处理，坚决兑现
暂停执业、延迟晋升、调离临床岗位
等处置措施，视情节和影响追究党纪
政纪责任。

同时，市卫计委将选择一批影响
恶劣的典型案例，在全市范围内公开
通报曝光。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7 月 27
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为有效防治中
小学生欺凌，市教委、市公安局、市司法
局、市妇联等11部门近日出台了《重庆
市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实施方
案》（简称《方案》），要求全市各中小学
校要成立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并在校
规校纪中明确对实施欺凌学生的处分
规定。

成立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

《方案》要求，全市各中小学校要在
每学期开学时集中开展相关教育、学期
中在道德与法治等课程中专门设置教学
模块，定期对中小学生进行学生欺凌防
治专题教育。

通过组织学校或社区定期开展专题
培训课等方式，加强家长培训，指导、教
育家长依法落实法定监护职责，引导广
大家长增强法治意识，科学实施家庭教
育，落实监护责任，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看
护和管教工作，帮助家长了解防治学生
欺凌知识。

学校要严格日常管理，要根据实际
成立由校长负责，教师、少先队大、中队
辅导员（团委书记）、教职工、社区工作者
和家长代表、校外专家等人员组成的学
生欺凌治理委员会（高中阶段学校还应
吸纳学生代表）。

学校要制定防治学生欺凌工作各项
规章制度，主要包括：相关岗位教职工防

治学生欺凌的职责、学生欺凌事件应急
处置预案、学生欺凌的早期预警和事中
处理及事后干预的具体流程、校规校纪
中对实施欺凌学生的处分规定等。

学校10日内应完成调查

学生欺凌事件的处置以学校为主，
由学校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对事件是否

属于学生欺凌行为进行认定。原则上学
校应在启动调查处理程序10日内完成
调查。

按照《重庆市学生申诉办法》，对学
校作出的处理决定，学生及其监护人可
以在申诉期内向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学
校主管部门）书面提起申诉。申诉受理
机关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审理
学生申诉案件；认为有必要进行调查的，

由申诉受理机关组织学校代表、家长代
表、和校外专家等组成调查小组启动调
查程序。

申诉受理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诉之日
起20日内作出申诉处理决定，并将有关
情况报本级和上级防治学生欺凌工作部
门备案。

针对不同情形予以相应惩戒

对经调查认定实施欺凌的学生，学
校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要根据实际情
况，制定一定学时的专门教育方案并监
督实施欺凌学生按要求接受教育，同时
针对欺凌事件的不同情形予以相应惩
戒。

对于一般欺凌事件，给予书面道
歉或纪律处分；对较为恶劣的欺凌事
件可邀请公安机关参与警示教育，并
对实施欺凌学生予以训诫或纪律处
分；对于严重欺凌事件，可将实施欺凌
学生转送专门（工读）学校进行教育。

涉及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涉嫌犯罪的
欺凌事件，处置以公安机关、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为主，对有违法犯罪行为的
学生，要区别不同情况，开展教育矫治或
给予纪律处分，并责令未成年学生的监
护人严加管教。

此外，市教委还公布了重庆市学生
欺凌防治工作机构名称：重庆市教育委
员会安全稳定办公室，办公电话：023-
63636009。

重庆11部门联合发文向校园欺凌说“不”

本报讯 （记者 杨骏）7月3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海关了解
到，日前，重庆海关方面在查验时，
首次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咖啡果
小蠹”。这是重庆地区首次在国际
快件中截获该有害生物。

重庆海关方面介绍，近日，重庆
江北机场海关关员在对来自澳大利
亚的包裹进行查验时截获2箱散装
生咖啡豆，共73袋，总重9.877公
斤，产地为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
工作人员现场初筛发现，部分咖啡
豆顶部带有钻蛀孔洞，随后对其进
行截留处理并采样送实验室检测。

7月27日，检测报告确认该批咖啡
豆中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咖啡果
小蠹”。这是重庆地区首次在国际
快件中截获该有害生物。

咖啡果小蠹属鞘翅目小蠹科，
原产于非洲，为害咖啡属植物果实
和种子，是咖啡种植区严重危害咖
啡生产的害虫，幼果被蛀食后会引
起真菌寄生，造成腐烂、青果变黑、
果实脱落，影响产量和品质，每年给
全世界咖啡生产造成的损失高达
5亿美元。为防止有害生物扩散，
重庆海关对这批咖啡豆进行了销毁
处理。

这种害虫每年要“吃掉”5亿美元

重庆海关首次把它抓住了

重庆开展过度诊疗专项整治行动
重点整治不合理用药、不合理使用大型设备检查、不合理

使用高值医用耗材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
习生 冉开梅）8月1日，市教委发
布大学生入伍三大资助政策。今年
全国征兵工作从8月1日开始，至9
月30日结束。征集对象以高中（含
职高、中专、技校）毕业以上文化程
度青年为主。其中，男青年征集年
龄为2018年12月31日前年满18
至22周岁，普通高校毕业生可放宽
至24周岁，初中文化程度男青年不
超过20周岁；女青年征集年龄为
2018年12月31日前年满18至22
周岁，征集对象为普通高中应届毕
业生和普通高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
及在校生。

“征兵工作的重点是要做好大
学毕业生和大学新生的征集工作。”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09年
开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应
征入伍的高校学生实施教育资助，
不仅提高了学生携笔从戎、参军报
国的爱国热情，也减轻了服兵役学

生的经济压力。
今年，国家对应征入伍服兵役

高校学生教育资助政策有三大亮
点：一是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
校学生，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进行
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对退役
后选择复学的高校学生进行学费减
免；二是对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校
学生，进行学费补偿或贷款代偿；三
是对退役一年以上，考入全日制普
通高校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给予教
育学费资助。

“国家服兵役资助政策实现
了对高等教育专科、本科、硕士、
博士四个层次的全覆盖。”市教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如应征入伍的
专科生、本科生可申请每人每年
不超过8000元的学费补偿、贷款
代偿或学费减免；硕士及博士研
究生则可以申请每人每年不超过
12000 元的学费补偿、贷款代偿
或学费减免。

2018年全国征兵工作开始

大学生入伍有三大资助政策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目
前，我市2018年高考本科第二批录
取正在进行中。8月2日12:00至
17:00进行第三次（顺序志愿）征
集。

据了解，征集志愿是相对于常
规志愿（重庆市 6 月 26 日-6 月 28
日填报，俗称“第一次填报”）而言
的。因院校正常投档时生源不足，
导致缺额；或院校投档生源充足，
但是部分考生因为不服从专业调
配，或者身体条件不符合所报专业
的要求等原因而退档形成的缺额，
所以还要进行志愿征集。

市教育考试院表示，只要在指
定网站上还没有查询到已经被高
校“录取”或“预录取”状态信息的

考生，可以密切关注本批次征集志
愿时间安排。如果征集志愿中的
学校、专业符合考生的志愿愿望，
可以积极主动地按照规定填报，以
增加一次录取的机会。考生在填
报征集志愿时，要注意是平行志愿
还是顺序志愿，若填报的是顺序志
愿，则按照填报的院校顺序进行录
取。

市教育考试院提醒，在填报征
集志愿时，一是考生和家长务必高
度重视，密切关注我市二次征集志
愿的时间安排；二是及时登录重庆
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或者重庆招考
信息网，查看征集志愿公告、查询缺
额院校及专业；三是按时上网填报
并跟踪结果。

本科第二批第三次征集志愿开始

考试院三招教你如何填报

各医疗机构要选择不少于5种价格较高、用
量较大的辅助用药进行全面追溯，将用药量靠前
的医务人员，纳入必点必评范围。

对于不合理使用大型设备检查问题，医疗机
构要结合本单位实际选择检查费用较高的CT和
MRI等检查项目，对检查合理性进行重点监督。

对于不合理使用高值耗材问题，医疗机构要
选择不少于5种本单位用量靠前的医用高值耗
材和医用辅助性耗材，进行跟踪分析和监管。

药
品

检
查

耗
材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近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交通行政执法
总队高速公路第三支队获悉，随着
夏季高温天气持续，高速公路上驾
驶员违停、车辆故障等现象明显增
多。仅今年进入暑运以来，渝东南
片区高速公路视频监控就已记录60
余起违法停车事件，现场查处因疲
劳、爆胎等危险停驶行为20余起。

执法人员表示，随着空气温度
与地表温度的持续升高，尤其是柏
油路面曝晒易产生“虚光”，当驾驶
员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极易
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造成疲
劳驾驶。

同时，如果车况不好，高温情况
下极易发生水箱“开锅”、供油系气
阻、蓄电池“亏水”、液压制动“气阻”

失灵、轮胎爆裂等故障。
为避免夏季高速公路交通事故

发生，高速公路第三支队提醒：出车
前，驾驶人员要了解出行路线，检查
车辆是否有足够的燃油、润滑油及
冷却液及胎压是否保持正常，上车
调整好座位后，所有人员需系好安
全带。

谨慎驶入高速公路，切勿疲劳
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
或超过300公里时，应驶进就近服
务区停车休息，休息时间不少于20
分钟。驾驶人员每日驾驶机动车辆
的时间不超过8小时。

如遇突发状况，可先行将人员
撤离到安全区域，在后方摆放警示
标志，及时拨打报警电话：96096或
12122。

高温下高速路上车辆故障增多
执法人员提醒：驾驶人员出发前最好先检查

止恶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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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看到

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做得好不好，直
接关系到农村居民能否享有幸福感、安
全感。

为着力治理和解决农村食品安全
突出问题，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
违法行为，切实保障广大农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去年以来，我市各区县食
药监管部门按照国家、市级关于农村食
品安全治理推进精神，下移重心、强化
监管，深入实施开展了农村食品安全治
理工作，不断提升农村食品质量安全，
目前已取得良好成效。

突出重点区域、环节、品种
深入开展市场整治

为规范农村食品市场秩序，打击农
村市场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农

村群众的食品安全，万盛经开区瞄准重
点区域、重点环节、重点品种，由区食药
安办牵头，组织区食药监、工商、公安、
农林、卫生计生等部门持续开展农村市
场食品安全治理专项整治工作，将监管
触角延伸至农村的“最后一公里”。

专项整治的内容主要包括经营单
位是否持证经营、直接接触食品从业人
员健康证明是否有效、是否售卖过期变
质食品、索证索票制度是否落实、是否
存在“两超一非”行为等，同时结合食品
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地沟油”专
项整治等，全面开展排查整治。

整治重点区域包括全区乡镇的主
次干道、校园周边、集贸市场、景区园区
湖区的食品生产经营场所以及监管较
弱的偏远乡村，对这些乡村末端的小餐
饮、小商店、小作坊等条件简陋的食品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突击检查。对存在
问题的生产经营单位，食药监管执法人
员现场发放执法意见书或责令改正通
知书，责令经营单位按时按质完成整
改。同时，执法人员还认真、耐心地向
经营单位宣传食品安全及法律知识，以
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和主体责任意识。
通过专项整治工作，万盛农村食品安全
生产、经营环境得到有效净化和提高，
降低了农村食品安全隐患。

推进食品安全快检下乡
“你点我检”成常态

推进食品安全快检下乡，保障农村
地区食品安全是应有之意。通过快检
技术，可以对假白酒、瘦肉精、农药兽药
残留等项目进行检测，还可以筛查粮

食、蔬菜、肉类以及保健品中是否含有
非法添加物。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具有检测
时间短、设备需求少、结果报告快等特
点，特别适合在农村地区推广使用。因
此，长寿区在加强基层食品快检室（站）
建设的同时，还引进了食品快检车，目
前正持续在全区19个街镇流动开展

“你点我检”活动，让这个“移动的小型
实验室”成为保障农村群众饮食安全的

“安全堡垒”。
为确保农村食品安全，该区持续开

展食品安全快检技术下乡活动，由食药
监快检技术人员深入农村地区，对农村
群众送检的食品快速检测；同时派出两
名快检业务骨干对街镇食药监管工作
人员进行现场技术培训。

长寿区食药监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食品检测结果现场公示，使问
题食品暴露在‘阳光之下’，进一步净化
了全区农村食品市场安全环境。”

找准宣传契机
让食品安全知识“赶大集”

农村消费者选购食品习惯看价格、
买便宜货，对质量要求不高，总觉得“不
干不净吃了没病”。安全意识淡薄，缺
乏警惕性常常导致隐患发生，因此如何
树立正确的消费意识是关键。

对此，綦江区食药监管部门针对
辖区农村人口多、居住分散的特点，利
用村民赶集时间，加大宣传力度，让
食品安全知识进乡村“赶大集”。7月
23日—27日，在石角镇，别开生面的食
品安全宣传持续了一周时间。

“按照食品安全法要求，所有农产
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全
部实行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建议大家
在销售自己种的农产品时可先到就近
的免费检测点进行检测后销售会更安
全。如果看到让您感觉疑似有毒有害
有非法添加行为的食品可到现场免费
检测；凡是发现有食品违法行为者可匿
名举报，有奖举报热线12331……”宣
讲活动中，工作人员现身说法，村民们
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在食品安全宣传
周期间，綦江区20个镇街食药监办/所
通过赶集日、进院坝、进社区等多种形
式开展各类宣传活动27场。

刘玉珮 刘钦 龙博

万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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