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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波

12月 22日，暖阳高照，重
庆市儿童爱心庄园。叶燕逐一
巡查孩子们的寝室，看到坤坤
（化名）又在摆弄他种在窗台上
的花花草草，她笑意盈盈走了进
去。

“你这块破瓦片上连土都没
有，怎么种花？”叶燕问。“嗨，叶
妈，你这就不懂了吧，我拿来种
苔藓的。到时候长出来，你还要
更大呼小叫了！”坤坤摇头晃脑
得意得不行。

坤坤是一名12岁的孤儿，
患先天性马蹄足外翻并经常性
骨折；最近又因为骨折，不得不
在园区休养。

蹲在窗台前，两人对着坤坤
种植的花草叽叽喳喳聊了半天，
叶燕直起身子看着洒满阳光的
室内，嘴里自言自语：“这么好的

太阳，看看书倒是舒服。”
坤坤伸了伸舌头，低头递上

了作业本。只一扫眼作业，叶燕
就以极夸张的语气大赞：“吔！
你这字倒是越写越好哦！”

“嗯。”坤坤闻言，有些迟疑
地抬起头来，眼里满是欣喜。

“叶妈”叶燕有近200个孩
子，都是儿童爱心庄园里的孤
儿。10年前她报到时，没想过
自己每天的工作会那么的琐碎，
远比操持一个小家庭要累得多。

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学
等事务，全部都需要叶燕和她的
同事一一处理。从接送孩子上
幼儿园，直到送他们上大学、参
军，甚至以母亲身份参加孩子们
成年之后的婚礼，叶燕每每回忆
到这些，都会不自觉地流泪。

“我并不奢求我的孩子们有
多优秀，我只希望他们一生都平
平安安。”叶燕内心里对孩子们
的期望简单而朴质，尽管经她手
已将54名孤儿送到了全国各地
的大学校园。

在叶燕的手机微信中，联系
人最多的就是她的孩子们。这
些孩子远不止是仍旧留在儿童
爱心庄园里的孩子，还有已经踏
入社会甚至成家立业的孩子。

微信对话框里海量的对话
中，有受了委屈来求安慰的话，
有学习跟不上而发牢骚的话，还
有踏入社会后的各种烦恼，叶燕
无一例外，都是一字一句细细回
复。

“要说累的确有点累，但是
当你看到没有椅子高的孤儿，最
后长到超过一米八在操场上打
篮球的样子时，就会觉得这一切
特别地值！”叶燕用手在空气中
比划着一个孩子从小到大的身
高变化，眼神中的光彩难以遮
掩。

“我想让我的这些孩子们真
正体会到孤儿不孤。”叶燕说。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 实习生
廖秀梅）依照法律服兵役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义务。在
2022年上半年征兵工作全面开展之际，为
帮助广大青年和家长了解今年征兵的相关
政策，鼓励更多优秀青年投身军营，12月
23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主任付
红领，就今年征兵政策和应征青年关注的
有关问题接受了重庆日报采访。

统一采取网上应征报名方式

重庆日报：请您介绍下2022年全市征
兵工作时间是如何安排的？

付红领：男兵上半年报名时间为2021
年12月1日至2022年2月10日18时，下
半年报名时间为2021年12月1日至2022
年8月10日；女兵上半年报名时间为2022
年1月1日至2022年2月10日18时，下
半年报名时间为2022年7月1日至2022
年8月10日18时。

重庆日报：适龄青年如何报名？
付红领：统一采取网上应征报名方式，

适龄青年可登录“全国征兵网”进行报名。
不便上网的，可携带身份证、家庭户口本到
本人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武装部，由工
作人员协助报名。在校大学生也可到高校
征兵工作站报名。

重庆日报：2022年征集对象有些怎样
的要求？

付红领：男兵征集对象为高中（含中
专、职高、技校）毕业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青
年（含高校在校生），年满 18至 22周岁
（2000 年 1 月 1 日-2004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普通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高
校毕业生，年满18至24周岁。优先征集
大学毕业生、理工类大学毕业生、高级技工
和技师学校毕业生。

女兵征集对象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
生、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
校生，年满18至22周岁；2021年普通高等
学校全日制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2022年

上半年女兵征集，年龄放宽至23周岁。

上下半年征集对象各有侧重

重庆日报：2022年继续实行一年两次
征兵，上半年和下半年的征集对象各有什
么侧重点吗？

付红领：上半年重点征集普通高等学
校往届毕业生、高职高专毕业班学生和各
类社会技能人才，下半年重点征集普通高
等学校应届毕业生。

重庆日报：征兵体格检查的主要内容
有哪些？具体标准是如何规定的？

付红领：根据《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
准》，征兵体格检查的主要内容有外科、内
科、耳鼻咽喉科、眼科、口腔科、辅助检查、
士兵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

其中，有以下几项基本条件：
身高：男性160厘米以上，女性158厘

米以上。
体重：男性：17.5≤BMI＜30，女性：17≤

BMI＜24。
视力：双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5。屈光

不正经准分子激光手术后半年以上，无并
发症，任何一眼裸眼视力达到4.8，眼底检
查正常，除潜水员、潜艇人员、空降兵外合
格。

外科：着军队制式体能训练服其他裸
露部位文身不超过3厘米，其他部位长径
不超过10厘米，且文身必须系非淫秽暴力
和非法组织标志等。

入伍有优待、服役有发展、退役
有保障

重庆日报：应征入伍的主要程序有哪
些？

付红领：每次征兵工作组织实施都分
为3个阶段。一是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阶
段（上半年 2 月底前、下半年 8 月底前完
成）。二是新兵役前教育训练阶段（上半年
3月15日前、下半年9月15日前完成）。三
是审批定兵和交接起运阶段（上半年3月

底前、下半年9月底前完成）。
重庆日报：参军入伍的具体优待政策

有哪些？
付红领：近年来，为适应国防和军队建

设发展需要，出台了一系列优待政策，总结
起来用以下3句话概括：

（一）入伍有优待
1.家庭优待金；2.学费补偿代偿；3.学

籍保留；4.替代顶岗实习；5.其他方面，应征
服现役以后，无论是本人还是家属，都享有
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面优待。

（二）服役有发展
1.服役津补贴；2.士兵考学；3.大学毕

业生士兵提干；4.选取士官；5.培养使用。
（三）退役有保障
1.退役金；2.复学可转专业；3.升学优

惠；4.退役士兵符合某些特定条件时政府
安排工作；5.政府扶持就业创业。①发放
一次性经济补助；②适当放宽招录（聘）条
件；④免费培训；⑤税收减免。

拓宽就业渠道鼓励大学生参军

重庆日报：我市鼓励大学生参军入伍
有哪些举措？

付红领：近年来我市在鼓励大学生参
军入伍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主要体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大学生义务兵和进疆进藏义务兵
增发优待金；

（二）拓宽就业安置渠道。
重庆日报：今年最新的惠军政策有哪

些？
付红领：2021年12月18日，解放军新

闻传播中心时政部主办的“学习军团”公众
号整理汇总了2021年出台的惠军政策，主
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事关军人的两部法律；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2021年

修订版）将研究生的征集年龄放宽至26周
岁；优化服役待遇保障制度，规定义务兵服
现役期间表现特别优秀的经批准可提前选

改为军士；公民入伍时保留户籍。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

保障法》涉及军人地位、荣誉维护、待遇保
障、抚恤优待、法律责任等方面内容。

（二）现役军人的相关政策：
①医疗政策：《军人及军队相关人员医

疗待遇保障暂行规定》明确军人及军队相
关人员在军队医疗机构待遇，实现军人配
偶免费医疗、军官军士父母和配偶优惠医
疗，继续实行军人、军人未成年子女免费医
疗，充分体现军人职业尊崇。

②住房政策：军队老旧住房小区改造
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军队公寓住房室内装
修有了统一标准。

③出行政策：军人驾驶证换领地方驾
驶证更便捷；23条空中航线开通！助力新
老兵进出新疆西藏；3家航空公司向军队
人员及家属推出惠军政策。

④军人家庭政策；从8月起，符合条件
的军人将开始发放父母赡养补助和配偶荣
誉金。

（三）退役军人、离退休军人、烈士相关
政策：

①面向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发放“中
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优待证”。

②国家再提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③军地多部委联手推进离退休军人安
置住房保障工作。

此外，《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目前正在
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军队调整改革的红利
正在逐步释放，一桩桩利兵举措落地，像春
雨润物一样，鼓励着部队官兵，温暖着军人
家属，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全社会关心国
防、支持国防的意识。

重庆日报：更多的征兵资讯从哪里获
得？

付红领：重庆市征兵咨询电话是
023-68768999，另可关注“重庆征兵”微
信公众号，实时公布详细的优待政策和征
集流程。

2022年上半年征兵工作全面开展
市征兵办主任就征兵政策和应征青年关注问题答记者问 德 润 巴 渝

人物故事
叶燕，重庆市儿童爱心庄

园社工科科长。她带领一群
平均年龄35岁的年轻人，负责
儿童爱心庄园学龄期以上孤
儿的生活照料、学业管理和社
工服务、心理辅导工作，立足
儿童需求，营造温暖、民主、友
爱的“家”文化，帮助孤残儿童
走出心理阴霾，走向乐观、积
极、上进。在她和团队悉心呵
护下，共有54名孤儿圆了大学
梦，100 多名儿童平安成长。
2020年，她获评“重庆市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
12月23日，由重庆市工商联（总
商会）指导、重庆市工商联青委
会（渝联青委会）主办、上游新闻
支持的“青年渝商成长沙龙”举
行。沙龙上还发布了“青年渝商
成长计划”。

据介绍，此次沙龙不仅
邀请到国内创投行业领军企
业——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许翔作主
题演讲，还邀请了市金融监管
局、市证监局的相关人士开展
政策宣讲，重庆多位青年企业
家也现场分享了自己的创新创
业故事。

本次沙龙还发布了“青年
渝商成长计划”。该计划将由
重庆市工商联青委会牵头，定
期组织举办“青年渝商成长沙

龙”，联合各区县青委会开展主
题学习；同时在上游新闻开设

“青年渝商”报道专栏，进一步
夯实市工商联青委会及各区县
青委会的宣传阵地，大力宣传
报道我市民营经济发展成果，
展示“青年渝商”人物风采；此
外还将定期组织交流访问活
动，联动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
市商协会组织，与当地知名企
业家、青年企业家代表进行面
对面交流互访。

“青年渝商成长计划”旨在
引领青年企业家“听党话、跟党
走”，强化年轻一代政治担当；大
力推动青年企业家创新创业，走

“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大力促进
全市工商联青委会“一盘棋”发
展，用创新的方式为广大青年会
员赋能。

青年渝商成长计划
搭起青年企业家沟通桥梁

12月21日，渝北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工人在管护铁皮石斛组培苗。

重庆临空都市农业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近日在渝北区建成重庆最大规模组培中心
并实现量产，完工投产后每年可生产1000万
株以上珍稀、濒危名贵药材、水果、花卉等经
济作物的优质幼苗。

据悉，该组培中心使用工业 4.0 版的先
进技术，拥有智能化程度较高的控制中心及
生产管理平台、全自动生产调度系统、全过
程数字溯源系统、全自动环境控制系统等。
与传统组培相比，中心具备数字化组培能
力，能实现种苗继代组培全过程记录、生产
周期自动控制、种苗溯源等功能。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重庆最大规模
组培中心实现量产

发挥区域医疗中心作用 满足群众多样性就医需求

学科矩阵
助推医院高质量发展

作为一所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如何从规模发展迈向内涵式发展，不

断提升服务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合川区人民医院在近年来的办院实践

中给出了自己的答卷。

医院党委书记罗斌表示：“要推动

医院高质量发展，作为一所‘ 三甲’ 医
院，要始终坚持公立性的主导，着力打

造具有专科专病能力、人才引育能力、

社会服务能力于一体的综合型医院。

这是实现健康中国的重要路径，是引

进、培养服务全生命周期卓越医疗人

才的必由之路。”据了解，该院目前拥

有高级职称178人，中级职称553人，

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165人；成功创建

重庆市区域医学重点学科 1个、重庆

市临床重点专科10个、重庆市医疗特

色学科3个；急诊急救“五大中心”（危

重新生儿、危重孕产妇、卒中、胸痛中

心、创伤救治中心）已基本完成。县域

医疗资源共享“五大中心”（医学检验、

医学影像、心电诊断、病理、消毒供应）

部分投入使用；2021年开展的脑动脉

支架植入术、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血管

内抽吸取栓术、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血

管内支架取栓术、动脉瘤介入栓塞术、

心房颤动动脉导管射频消融术等 10
余项新技术填补了区内空白。

如何彰显区域医疗技术引领作

用？如何实现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和共

享？如何提升区域基层医疗机构的服

务能力？医务科副主任陆波给出了一

组数据：远程区域医学影像、远程心电

诊断中心目前已覆盖全区 30家基层

医疗机构；2021年 1月至 11月，远程

心电诊断已完成 11637例，远程区域

医 学 影 像 已 完 成 10090 例 ( 其 中

CT9900 例，DR190 例)；消毒供应中

心已陆续为部分有需求的基层医疗机

构开展器械消毒灭菌委托合作，数量

已达500余包。

陆波同时指出，由医院牵头的 11

个质控中心工作持续对基层医疗单位

进行培训指导，积极指导基层开展全

科医学学科联建，并定期派专家坐诊、

带教。

依托“千县工程”
擘画“十四五”蓝图

2021年 10月 27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办公厅印发了《“千县工程”县医

院综合能力提升工作方案（2021-
2025年）的通知》。《通知》明确了“千
县工程”的工作目标：推动省市优质医

疗资源向县域下沉，结合县医院提标

扩能工程，补齐县医院医疗服务和管

理能力短板，逐步实现县域内医疗资

源整合共享，有效落实县医院在县域

医疗服务体系中的龙头作用和城乡医

疗服务体系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到

2025 年，全国至少 1000 家县医院达

到三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水平，发挥

县域医疗中心作用，为实现一般病在

市县解决打下坚实基础。

院长李家刚表示，为更好实施“千
县工程”，充分发挥区域医疗中心作

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就医服务需

求，提升区域内常见病、多发病诊疗能

力，医院必须在急危重症患者的抢救

能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专

科疾病防治能力等方面发力，同时提

高微创手术、三四级手术占比。

为此，医院擘画了“十四五”期间

学科发展蓝图：以建设创伤中心为契

机，将骨科培育成重庆市级重点专科

精品项目；依托肿瘤防治中心、慢病管

理中心，形成与区域内其他医疗卫生

机构的有效联动，建设以肿瘤防治、慢

病管理、微创介入、麻醉疼痛诊疗、重

症监护等临床服务五大中心；进一步

强化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妇救

治、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等急诊急

救五大中心能力建设，进一步优化资

源配置，完善管理制度和流程，落实诊

疗规范。同时加强科研教学工作及提

高中医药服务能力。

“学科是医院发挥医疗、教学、科

研三大功能的基本平台，医院将坚持

以学科建设为重点，大力实施人才强

院、质量兴院发展战略,着力提升区域

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李家刚说。

马太超 杨益
图片由合川区人民医院提供

12月16日，国家脑防委评审
专家组对合川区人民医院卒中中
心建设进行了评估验收。专家组
先后到神经内科、急诊医学科、放
射科、超声科等相关科室，通过开
展现场检查、查阅资料、听取汇报
相结合的方式，对卒中中心绿色通
道建设、卒中诊疗规范、技术开展
情况等进行了点评并给予了肯
定。对人才引进、技术研发等工作
提出了改进指导意见。最终，“综
合防治卒中中心”获专家组一致验
收通过。同时对医院下一步创建
“国家高级卒中中心”提出了希望。

“综合防治卒中中心”的验收
通过，是合川区人民医院近年来学
科建设、服务能力提升的一个缩
影。

在不断满足群众多样性就医
需求的同时，在团队建设、人才培
养、急诊急救“五大中心”、县域医
疗资源共享“五大中心”等领域取
得了长足发展，“大病不出区县”的
目标正在逐步实现。

合川区人民医院

合川区域心电诊断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