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11年中国关工委实施“春苗营养厨房”项目以来，綦江区已有82
所学校建起了营养厨房，受益农村儿童超过8万人。据介绍，“春苗营养
厨房”项目，重点针对以留守儿童为主的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
厨房及食品加工人员由学校配备，基金会提供不锈钢蒸饭车、工作台等全
套厨房设备。

▲1 月 17 日，綦
江区永新镇，永新小
学新建的“春苗营养
厨房”厨师正在为同
学准备午餐。

綦江建起82个“春苗营养厨房”
受益农村儿童超8万人

▶1 月 17 日，綦
江区永新镇永新小
学 ，孩 子 们 正 享 用

“春苗营养厨房”烹
饪出的可口饭菜。

（本栏图片均由
记者万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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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元）驾驶员开车进场取卡，倒车
入库后，持卡在墙面上的智能终端机一刷，汽车就像“坐
电梯”一样直升到6层平台。1月22日，建在大渡口区的
主城首个露天机械式立体停车库进入施工扫尾阶段，将
于月底投用。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由重庆钢结构公司承
建的露天立体停车库，位于大渡口区政府大楼背后。整个
车库占地500平方米，高14.5米，分为6层平台、共56个车
位，可供轿车及SUV车型停靠。

“露天立体停车库比普通地面车库容量多近4倍。”
重庆钢结构公司负责人称，以占地500平方米为例，普
通车库最多提供15个车位，而立体停车库为升降横移式
结构，通过升降机、横移设备等，将停车空间向高空扩
展，可用车位将近60个。驾驶员将车停到车位上，刷卡
后车库智能系统将自动抬升汽车并停放；取车也只需刷
卡，升降设备将自动把车移动至底层位置便于驶出，整
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

重庆钢结构公司表示，统计显示，当前主城车位缺
口超过40万个，全市车位缺口达上百万个。目前，该公
司与国内外10多家企业组建了“智慧停车”产业联盟，将
通过此次“试水”缓解大渡口“停车难”。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退休职工
黄达华同志，1947年1月出生，于
2018年1月21日去世，享年72岁。

黄达华同志1971年12月参
加工作；1971年-2007年1月先

后重庆日报社农财组、校对组工
作；于 2007 年 2月退休。定于
2018年1月23日早晨在南岸江
南殡仪馆（四公里）出殡。

子女黄颖

讣 告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1月
22日，重庆航空与中银航空租赁
签订飞机租赁合同。今年之内，重
庆航空将通过“保税租赁”模式从
中银航空租赁引进7架最新型空
客A320neo飞机。据悉，这是中
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的重点示范项目，也是重庆本土
航空公司迄今为止引进飞机架数
最多的单个项目。

重庆航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引进空客A320neo飞机属于重庆航
空首次独立自主引进飞机。这批飞
机总价值超过20亿元人民币，单架
飞机价值在5000万美元-6000万
美元之间，今后将主要执飞“北上广
深”等主要航线。今年4月份，中银
航空租赁将开始向重庆航空交付第
一架飞机。年内，预计7架飞机将
全部交付完毕。

中银航空租赁是一家由中国银
行控股、总部设在新加坡的香港上
市公司，在全球飞机租赁公司中排
名前五。此番与重庆航空合作，将
通过“保税租赁”模式将飞机交付给
重庆航空。即中银航空租赁以经营
性租赁方式将飞机租借给重庆航空
使用，重庆航空租借的飞机直接通

过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入关。
飞机租赁业务既能切实帮助基

地航空公司减轻资金压力，增强重
庆航空产业辐射力和竞争力，又能
带动航空客运、货运、物流、飞机航
材维修、飞行培训等临空产业发展，
更广泛的吸引与航空产业相关的市
场主体落户。作为重庆市政府重点
打造的江北机场旗舰型主基地航空
公司，重庆航空此次通过“保税租
赁”模式引进飞机，不仅有利于加快
自身发展步伐，也能够为重庆建设
国际航空枢纽助一臂之力。

当天，重庆航空还分别与中国
银行重庆市分行、两江新区管委会、
渝北区政府、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管
委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各方表
示，将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共同携
手建设重庆国际航空枢纽。其中，
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未来将与中银
航空租赁开展跨境联动，为重庆航
空产业发展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
重庆航空则与两江新区、渝北区、两
路寸滩保税港区达成了长期战略合
作关系，共同推进重庆航空机队扩
大规模和拓宽业务渠道。力争至

“十三五”时期末，重庆航空的机队
规模达到100架，在重庆本地航空
市场份额达到35%。

重庆航空今年将引进7架空客飞机
总价值超过20亿，主要执飞“北上广深”等主要航线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月22
日，据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起，重
庆各地将陆续迎来雨雪天气，气温
将明显下滑，最多将直降近10℃。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
1月23日夜间至26日，我市将有一
次明显降温、降雨（雪）天气过程，东
南部、中西部偏南地区及东北部偏
东地区日平均气温将下降6～9℃，
最低气温将降至-6～-2℃，其余地
区平均气温下降5～7℃，最低气温

将降至-2～2℃；26日以后，我市仍
将持续一周左右的低温天气。

具体来看，23日白天：中东部地
区阴天转间断小雨，其余地区阴天有
零星小雨。大部地区气温6～13℃，
城口及东南部2～10℃；主城区：阴
天有零星小雨，10～12℃。23日夜
间到24日白天：各地阴天有小雨，
高海拔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大部
地区气温6～13℃，城口及东南部
4～9℃；主城区：小雨，8～10℃。

新一轮强冷空气来袭

部分地区将狂降近10℃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2018
年“巴渝工匠”杯重庆市第十一届高
等职业院校学生职业技能竞赛将于
3月15日至4月8日举办，这是记者
1月22日从市教委获得的消息。

据了解，本次竞赛由市教委、市
人社局共同主办，共设置13个专业

大类、47个项目，分别由20所高校
承办。全市高等职业院校全日制在
籍学生、本科院校举办的高职教育
全日制在籍学生均可报名参加，参
赛选手年龄不得超过25周岁，英语
口语项目允许普通本科院校、应用
技术本科学生参加。

我市将举办
高职学生职业技能竞赛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实
习生 杨锦曦）重庆日报记者1月
22日从市财政局了解到，即日起至
8月，重庆集中检查行政事业单位
内部控制。此次检查为全覆盖式，
包括全市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
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
察机关、各民主党派机关、人民团体
和事业单位等。对检查不合格的单
位，市财政局将进行通报。

市财政局介绍，行政事业单位内
部控制是单位为实现控制目标，通过
制定制度、实施措施和执行程序，对
经济活动的风险进行防范和管控。
内控主要内容包括：合理保证单位经

济活动合法合规、资产安全和使用有
效、财务信息真实完整，通过对行政
事业单位内控进行检查，可有效防范
舞弊和预防腐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
率和效果。财政部门为行政事业单
位内部控制建设的牵头单位。

据了解，此次检查将分三阶段
进行。其中，1月到3月各单位自
查、4月到5月整理报送自查资料、
6月到8月市财政逐个复查出结果，
并抽取单位实地检查。具体检查方
式有两种，一是与纪检监察部门、审
计部门协调配合，组成联合检查组
展开检查；二是聘请第三方中介机
构专业人员参与检查。

即日起

我市将集中检查
行政事业单位内控

近日，在位于两江新区的江北嘴CBD聚贤岩广场地下，江水源
热泵集中供冷供热系统1号能源站依托智能监控系统。江水源工
程总投资约14亿元，目前运行稳定，江北嘴CBD商业中心400万平
方米公共建筑没有一台空调外机，就是得益于这座“水空调”。“水空
调”是指利用江水水温比较稳定的特点，通过江水源热泵技术，用
电力将江水汇集到热泵中转换，使之形成一种空调系统。与传统
空调相比，绿色环保的“水空调”不仅避免了噪音、热排放、空气污
染等弊端，还比传统空调节能30%以上。记者 张锦辉 摄

江北嘴：“水空调”省电30%

主城首个露天立体停车库月底投用
高达6层，比普通车库容量多近4倍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月22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全市卫生计生工作会上
获悉，2017 年，重庆二孩出生数量为
14.85 万人，较 2016年减少 1.32 万人。
与此同时，我市医疗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三甲医院增至34所。

二孩出生增速有所放缓

来自市卫计委数据显示，2017年，
我市共有34.3万人出生，其中，二孩出生
14.85万人，占43.3%。

“2016年，二孩出生数占总出生数
的42.23%。”市卫计委有关负责人说，虽
然从占比上，2017年略高于2016年，但
2016年出生总人口为38.3万人，比2017
年多出4万人，所以无论是一孩还是二
孩，2017年都变少了。

但和 2015 年相比，2016 年，重庆
出 生 人 口 多 了 5.98 万 人 ，增 加
18.52%。当年，重庆二孩比例也有所
增长，比 2015 年上升 6.61%。由此看
出，重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二孩出
生数在2016年得到明显增加，2017年
增速有所放缓。

专家分析说，养育成本高、托育服务
短缺、女性职业发展压力大，是很多家庭
不得不面临的实际问题，因此，他们在生
育问题上也更谨慎。

全市三甲医院增至34所

“去年，我市医疗服务能力也得到很
大提升。”该负责人说，全市三甲医院增
至34所，并新增市级临床重点专科41
个。

同时，我市分级诊疗格局正在形成，
这其中包括打造医疗集团、县域医疗共
同体、区域专科联盟、远程医疗协作网4
种医联体模式，建成医联体134个，实现
县域内覆盖100%；推进50个病种基层
首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22.5%的
城镇人口、53.7%的农村常住人口；远程
诊疗覆盖70%的区县，县域内就诊率达
90%。

据介绍，到2020年，全市三级医院
将达到40家，全科医生人数力争达到1
万人，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同时，加强各
层级医疗卫生机构之间药品目录衔接，
鼓励群众基层就医，确保县域内就诊率
保持90%以上，基层医疗机构就诊比例
提升到65%。

在人才培养方面，将启动医学人才
“三大计划”，选拔引进“领航人才”290

名，选拔培养“枢纽人才”200名，招聘培
养“守门人才”1000名。

未来3年每年完成
农村改厕12.5万户

对农村居民来说，还有一项福利，那
就是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

数据显示，去年，全市累计改造无害
化卫生厕所13.04万户，无害化卫生厕所
普及率达到69%。

“我们在改厕过程中，为农户修建了
三格化粪池式卫生厕所，通过三格化粪
池处理后，基本上可以有效控制致病微
生物，阻断疾病传播途径。”市爱卫办有
关负责人说，今年我市还将深入实施“厕
所革命”，做好3年规划，确保每年完成
农村改厕12.5万户。

重庆去年二孩出生14.85万人
比2016年减少1.32万人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月22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计委获悉，去年，通
过精准帮扶、“三个一批”行动等，使全市
因病致贫家庭从2014年的17.41万户减
少到4.23万户，减少了76%。

“没想到，孩子这病还有治好的一
天。”日前，在黔江区金溪镇桃坪村，孙桂
芬家迎来了重医附属儿童医院院长李秋
一行人。作为该院对口帮扶对象，医院
免费为其17岁的女儿乐乐（化名）实施
了腭裂手术。

据了解，孙桂芬一家是当地的建卡贫
困户，家中共有5人，丈夫原在新疆打工，
去年出车祸丧失了劳动能力，家里重担全
落在孙桂芬一人身上。乐乐从出生起就
患唇腭裂，由于家庭贫困，一直未能根治。

事实上，这只是我市健康扶贫的一
个缩影。1997年，市卫计委扶贫集团成
立，开始对口帮扶黔江区，截至目前，已
开展20期帮扶项目，累计投入3亿元。

去年，我市又把因病致贫患者分为大
病、慢病、重病三类人群，分别开展大病集

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重
病兜底保障一批的“三个一批”救治行动。

在大病救治方面，市卫计委等部门
组织对农村贫困人口中，罹患食管癌、胃
癌、结肠癌等9种大病患者进行集中救
治，确定定点医院和专家组，并制定诊疗
方案和临床路径，实现大病集中救治实
际报销比例达85.23％，9种大病集中救
治进度达98.18％。

慢病患者则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范围，目前已实现建卡贫困户、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等重点人群签约全覆盖。
在重病兜底保障方面，市卫计委还

牵头建立了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为基
础的重病兜底保障机制，切实减轻因病
致贫困难户的医疗负担。

今年，我市还将全面实现农村贫困
人口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
算”机制，确保农村贫困人口住院个人自
付医疗费用占比控制在10%以内，慢病、
重特大疾病等特殊病种的门诊自付比例
控制在20%以内。

重庆因病致贫家庭3年减少76%
今年将全面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住院“先诊疗后付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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