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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曜）4月14日，全
国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随
后，重庆市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
开，贯彻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精神，对我市2022年的防汛抗旱工作
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今年我市的防汛抗旱总体
形势复杂而严峻。从气候趋势来看，总体
呈现“三偏一突出”，即气温偏高、降水偏
多、灾害性天气偏重；区域性、阶段性旱涝
突出。从防灾救灾能力来看，当前我市城
市防灾减灾基础设施仍显薄弱，防洪排涝

能力仍显不足，面对极端异常天气，气象
和水文监测能力，消防、应急等综合救援
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接下来，我市相关部门将深入开展排
查整治，强化应急准备，做到应急准备“三
个到位”，即预案方案到位、抢险救援队伍

到位和物资装备到位。同时完善“两单两
卡”（即责任清单、风险清单和操作卡、应急
卡）制度，让一线职工在面临紧急突发情况
时，明白自己的职责、清楚面临的风险、熟
悉操作的流程、掌握应急的方法。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

照全国全市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以及市委市政府要求，进一步分析研判
今年我市汛期灾害形势，安排部署防汛
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确保全
市安全度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今年气温偏高、降水偏多、灾害性天气偏重

我市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安排部署防汛抗旱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张凌漪）4月12日至14日，本报推出“重庆
盲童管乐团冬残奥会开幕式‘盲奏’惊艳世界系列报道”，引发热
议。不少读者表示，市特教中心师生的故事深深震撼并鼓舞了
他们。

“我将把在学校感受到的这份爱传递给更多人”

报道推出的当天，市特教中心2005届毕业生、上海市江浦路
街道残疾人联合会负责人朱嗣斌第一时间关注。他说，自己虽然
毕业多年，但从未忘记当年特教中心老师们对自己的关怀。

“当年，很多老师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陪伴我们，为我们补课，
帮我们采购肥皂、牙膏等生活用品，有时候还会贴心地给我们做一
些特色小吃。”他说：“师恩永难忘。这次重庆日报的全媒体报道很
详实，让远在上海的我得以详细了解近年来学校的变化。如今，我
也在从事残疾人的相关工作，我将把在学校感受到的这份爱传递
给更多人。”

系列报道中所提到的“千里送考”的故事，勾起了33岁的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康复科治疗师阮剑鑫的回忆。12年前，他
在重庆市特教中心以511分的成绩——当年的全国第一名考入长
春大学针灸推拿专业。

阮剑鑫说：“考试当天，老师们就守在长春大学考场外，为我和
同学们加油打气，让我们倍感温暖。他们就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
给我们力量和信心。”

“不管是从录取分数上看，还是从学生的综合素质上看，多年
来，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为我校输送了大批优秀学生。”长春大学
特殊教育学院院长赵利军在网上看到系列报道后十分激动。他
说，正如重庆日报稿件中所体现的那样，这些孩子不仅踏实、能吃
苦，还积极乐观向上，热爱生活。

“办好特殊教育，是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三篇稿子一篇不落都看了，师生们自立自强的故事完美演绎
了‘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的北京冬
奥精神，让人感动，更给了我们工作的动力。”南岸区教育工委书
记、区教委主任李智说，近年来，南岸区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以“书
香南岸，幸福教育”为发展愿景，努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努力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

“办好特殊教育，是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
容。”李智称，一直以来，南岸区给予了市特教中心大力支持。下一
步，南岸区将在提升特殊教育融合水平上下功夫，整合相关资源，
建设全市青少年励志基地，打造“南山研学”品牌。

“特教中心的老师们就像蜡烛，燃烧了自己，
照亮了别人”

系列报道中特教中心师生的故事也感动了众多读者，他们在
重庆日报新媒体平台上纷纷留言：

“‘看不见世界的扬帆管乐团，被整个世界看见和聆听。这个
奇迹的背后，是无数善意而有力的大手，将他们推上了世界的舞
台’，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差点哭了！加油盲孩子们！为你们点
赞！”

“特教中心的老师们就像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他们的故事震撼并鼓舞了我，盲孩子们看不见，却从不放弃

对未来的追求，作为健全人的我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一些学生家长也忍不住和记者联系，表达感谢。“我们又在报

纸上看到太樊了！这孩子现在有出息了，这要感谢学校，没有学校
就没有他的今天！”提起在扬帆管乐团担任首席小号手的王太樊，
父亲王忠志脸上是掩饰不住的骄傲。

他说，王太樊眼睛看不到的时候，爷爷奶奶整天唉声叹气。后
来，在市特教中心，王太樊开始学吹小号，再后来，王太樊有了新老
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专家手把手地指导王太樊吹号，一家
人又惊又喜。“他去北京都去了好几次了，爷爷奶奶提起他都笑得
合不拢嘴。”王忠志说，“是学校给了太樊这样的机会和平台，感谢
学校的老师，感谢媒体的关注，感谢太多的好心人，还要感谢国家
的政策，让太樊这样的孩子看到了希望，让我们也放心。”

“他们的故事震撼并鼓舞了我”

“重庆盲童管乐团冬残奥会开幕式
‘盲奏’惊艳世界系列报道”后续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见习记者 云
钰）“上海加油！我们来了！”4月14日，重庆
市援沪医疗队1567人集结完毕，驰援上海。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统一安排，
我市于4月14日向上海市派遣一支抗疫支
援医疗队。

当天中午12点左右，医疗队员们陆续
抵达悦来国际会议中心。据介绍，医疗队
分别由重医附一院、重医附二院、市人民医
院、重大附属肿瘤医院、重庆医药高专附属
第一医院、市第九人民医院为牵头医院，万
州区、九龙坡区、武隆区、酉阳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涪陵区、长寿区、江津区、丰都县、
黔江区、铜梁区、忠县、万盛经开区、合川
区、梁平区、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石柱
土家族自治县、永川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
治县、巫溪县、开州区、荣昌区、潼南区、巫
山县、奉节县、垫江县共25个区县66家医
疗机构派员共同组建，以感染、呼吸、重症、
感控等新冠肺炎救治核心专业医护人员为
主，并辅以相关专业人员。

重庆市援沪医疗队队员、重医附一院
副院长张丹说，为了此次援沪任务，他们做
了充分的准备，梳理了各种制度，对医疗队
队员进行了针对性的培训，包括防护服穿
脱、房间驻地管理、消杀等，确保“零感染”，

“我们将全力以赴做好医疗救治各项工作，
守‘沪’平安。”

据了解，在此次援沪医疗队中，不少队
员拥有丰富的抗疫经验。“我其实很早就报
了名。”重庆市援沪医疗队队员、市中医院
中医经典科主任任毅说，他希望这次去上
海能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通过扶正祛
邪，减轻患者症状。

重庆市援沪医疗队队员、重大附属肿
瘤医院普内科副主任医师袁建国说，希望
自己这些年累积的救治经验，能够在一线
发挥作用，出一份力，“队里有些弟弟妹妹
是第一次出征，我要照顾好他们。”

重庆市援沪医疗队队员、重医附二院
护理部主任甘秀妮告诉记者，除了关注轻
症、无症状感染者的病情进展外，他们还将
关心关爱患者的心理状况，更多地帮助他
们。她说，“我们一定能高质量圆满完成各
项医疗工作任务，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

同心守“沪”！重庆市援沪医疗队出征

多把“尺子”衡量人才

重庆工商大学深入推进人才评价改革 厚植“近悦远来”人才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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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
建设工程”重点支持高校，重庆工商大
学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
神和市委人才工作会议部署，秉持“质
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的办学
理念，坚持实绩导向，以职称评审制度
改革为抓手，持续深入推进高校人才
评价改革，不断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夯
实人才评价基石，厚植“近悦远来”的
人才沃土，让人才成为重庆工商大学
最大的核心竞争力。

改革职称评审
优化职称申报评聘制度体系

学校聚焦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精神，从三个方面入手做好学校人才
评价工作，修订完善《重庆工商大学
职称申报条件》《重庆工商大学职称
评聘管理办法》，科学开展职称评聘
工作。

破“五唯”，师德为先。坚持将师德
表现和思想政治要求作为人才评价的

首要内容，在职称评审中严格执行师德
失范“一票否决”制，细化教育教学各环
节考核，建立教学效果评价“预约制”，
将教育教学质量作为职称评聘的重要
条件，推动高校人才评价回归教育教学
本身。

抓特色，分类评价。根据教学为主
型、教学科研型和科研为主型等不同
岗位类别教师特点，分类分层设定申
报条件，为具有不同特点和专长的人
才提供相应的职业发展平台与通道，
确保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重思政，落实“三单”。高度重视思
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单独制定思政
课教师、专职辅导员职称申报条件，实
现专职辅导员、思政课教师职称条件、
指标和评审单列。

“改革后的职称制度，让学校不同
特点的教师群体都看到了职称晋升的
希望，有利于更好地凝聚各类人才为
学校改革发展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教师对此普遍好评。

改革科研评价
突出质量与创新导向

学校坚持质量导向和创新导向，改革
人才科研评价体制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
力，加快打造全国重要人才高地和创新高
地的有力支撑，近年来获教育部、重庆市
等省部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奖项50余
项，100余项咨询报告获中央或省部级领
导肯定性批示，连续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立项数位居全国财经类高校前五。

改革评价机制。在学术委员会的框
架下成立学术评价委员会、智库评价委
员会和学术道德委员会，分别主导学术
评价、智库评价和学术诚信监督，构建
起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科研评价治
理体系，让评价权回归学术本真。同
时，深入推进校院两级科研管理机制改
革，逐步向基层下放评价权限。

优化评价指标。修订科研管理制
度，破除“五唯”问题。制定成果评价
负面清单。打破科研成果指标与利益

分配简单挂钩的格局。制定智库成果
认定办法，鼓励教师开展资政服务。
实行科研成果“申请-评议”制，坚持定
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重点评价成果
的创新程度、学术影响、学科贡献和社
会效益，破除“以刊评文”等顽瘴痼疾。

改进评价方式。完善同行评价组织
体系，设置18个学科评议组。淡化成果
数量要求，推行代表作评价。坚持以品
德、能力、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把政治
表现、师德师风、学术诚信、科研育人、社
会贡献等指标纳入评价体系。开展科研
团队建设，引导教师组建科研团队，积极
探索个人评价与团队评价相结合的机制。

完善人才激励
抓好高层次人才管理服务

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进
一步健全完善高水平人才激励机制，
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人才队伍，让
教育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坚持党管人才。修订《中共重庆工商

大学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管人才工
作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完善党委联系服
务专家制度，联系领导与联系对象定期沟
通交流，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帮助
其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大
限度地发挥人才效益，团结吸引更多高水
平人才积极投身学校改革发展事业。

设立特聘岗位。出台《重庆工商大
学高层次人才特聘岗位管理及激励性
报酬考核发放办法》，在校内设置高层
次人才特聘岗位50个，鼓励他们积极
投身学科专业建设，组建、带领团队开
展技术创新攻关，产出高水平教学科研
成果，并按其聘期内取得的成果给予最
高可达50万元/年的单列奖励。

重视青年人才。高度重视学术梯队
建设，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环境。
在原有“首席特聘教授”“特聘教授”2类
特聘岗位基础上，特别增设“青年拔尖人
才特聘教授”岗位，激励引导更多优秀青
年人才在教学科研实践中勇于探索，大
胆创新，取得更显著的创新成果。同时，

不断扩大人才队伍的源头活水，持续加
大优秀青年人才引进力度，2021年学校
引进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人才82人。

随着人才评价机制的不断完善与
优化，重庆工商大学“筑巢引凤”成效不
断显现，一支师德高尚、学科专业合理、
学术能力较强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已经
成型，现有高级职称人才800余人、具
有博士学位的教师900余人，建成重庆
市院士专家工作站、重庆市新型重点智
库，汇聚了国家级、省部级领军人才
100余人，涌现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全国优秀
教师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
才。放眼未来，重庆工商大学将全面
落实“人才强校”战略，纵深推进人才
评价改革，确保全校教育人才工作行
稳致远，在加快建设全国重要人才高
地中展现更大担当与作为，为推动重
庆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贡献更
多智慧和力量。 李俊立 夏宇

本报讯 （记者 韩毅）4月14日，首届设计重庆国际双年
展开幕礼暨第六届金瓦奖颁奖盛典在江北区启幕。上百位国内
外大师名作、RIBA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主题馆、重庆百年建筑史
主题展等展陈内容，让市民足不出渝就可领略全球最新最潮的设
计趋势。

双年展开幕式上，举办了第六届金瓦奖颁奖盛典。本届金瓦
奖共收到1367件作品，比上届增长45%。经过专家的评审，共有
54套作品获奖。

其中，《桥屋》获得住宅空间金奖，《兴隆湖儿童艺术中心》获得
建筑方案金奖，《嘉兴老建委驿站》获得城市更新与既有建筑改造
金奖，《峨眉·高桥小镇》获得景观空间金奖等。

此外，《觉庭》《成都猛追湾城市更新》《重庆弹子石幼儿园》等
作品获第六届金瓦奖首席评委大奖；《“故乡的月”仪式堂》《兴隆湖
儿童艺术中心》获第六届金瓦奖评委会主席大奖。

首届设计重庆国际双年展启幕

□本报记者 夏元

2021年，重庆人口发生了哪些变化？
4月14日，市统计局对2021年全市人口变
动抽样调查数据进行解读称，2021年全市
常住人口为3212.43万人，与2020年相比，
常住人口增加了3.5万人，连续17年保持
增势。

在全市常住人口中，0—14岁少儿人
口占15.29%，15—64岁人口占66.96%，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17.75%；全市男性人
口1625.22万人，女性人口1587.21万人，
性别比为102.4，保持稳定。

出生率继续下降
死亡率有所上升

市统计局称，在育龄妇女人数递减，生
育意愿下降等因素影响下，去年全市人口
出生率继续走低，当年出生人口20.83万
人，比2020年减少3.05万人，人口出生率
为6.49‰，比2020年下降0.98‰。

另外受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影响，去
年全市人口死亡率有所上升，当年全市死
亡人口25.81万人，较2020年增加1.18万
人。

“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一降一增，直接
导致全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下降态势。”
市统计局人士表示，去年全市人口自然增
长率为-1.55‰，比2020年下降1.32个千
分点，比2010年下降4.32个千分点。

老龄化程度加深
高龄老人快速增长

2021年，全市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为570.21万人，比2020年增加22.25万人，

全市人口老龄化率（65岁及以上人口占常
住人口比重）为 17.8%，比 2020 年提高
0.7%，比全国平均高3.6%。

市统计局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
对全市老年人口年龄结构产生了明显影
响，主要表现为高龄老年人口（80 岁及以
上）快速增长。2021年，全市高龄老年人
口106.84万人，同比增加6.34万人；中龄
老年人口（70—79 岁）251.11万人，同比增

加11.06万人；低龄老年人口（65—69 岁）
212.26万人，同比增加4.85万人。随着出
生人口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全市
社会总抚养负担有所加重，同时人口红利
持续减弱。

市内人口流动频繁
市外人口增加较快

市统计局表示，人口流动频率增强，市

内人口流动更趋频繁，市外的外来人口持
续增加，是去年全市人口流动的特点。

2021年，全市流动人口达到1536.11
万人，其中在本市内跨区县、跨乡镇街道的
人员达到 1123.55 万人，较 2020 年增加
33.18万人，外出市外人口为412.56万人，
比2020年减少5万人，已连续第8年保持
外出市外人口总量呈现减少的态势。

此外，2021年全市的市外外来人口继
续增加，总量达到222.77万人，较2020年
增加3.41万人。在市外外来人口和外出市
外人口“一增一减”之下，全市人口净流出
规模保持了逐年下降。

人口城镇化率超过70%
区域人口分布“西密东疏”

2021年，重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
超过 70%，达到 70.32%，较 2020 年提高
0.8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6%，全市城镇
人口达到 2259.13 万人，较 2020 年增加
30.05万人。

“由于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
差异，让全市区域人口分布呈现西密东疏
的状态。”市统计局人士表示，去年主城都
市区的城镇化率达到79.23%，渝东北三峡
库区城镇群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的城
市化率分别为53.78%、51.06%。

另外，主城都市区继续保持较强的人
口集聚力，去年该区域常住人口为2118.63
万人，较2020年增加3.3万人，其中中心城
区常住人口1038.99万人，主城新区常住人
口1079.64万人；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常
住人口807.62万人，同比增加0.72万人；渝
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常住人口286.18万
人，同比减少0.52万人。

2021年重庆常住人口为3212.43万人
与2020年相比，常住人口增加3.5万人，连续17年保持增势

▶4月14日，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重庆市援沪医疗队共 1567 人出发前往上
海。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2010-2021年重庆市常住人口数量及增量（单位：万人）

市统计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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