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装配
式建筑离市民越来越近。重庆日报
记者3月26日从市城乡建委了解
到，《重庆市主城区装配式建筑发展
专业规划》正在市城乡建委网站上
征求意见。该征求意见稿提出，
2020年主城区装配式建筑占新建
建筑面积的比例要达 25%以上，
2025年达50%以上。今年，两江新
区直管区的装配式建筑面积在新修
建筑中的占比应达到15%，主城其
他城区装配式建筑在新修建筑面积
中的占比要达到10%。

装配式建筑就像用“搭积木”的
方式盖房子。这种新型建筑的大量
构件在车间生产加工完成后，运到
工地上进行组装拼接，不仅能让楼
房建造得更加便捷，还节能环保。

征求意见稿提出，主城发展装
配式建筑分为重点区域和一般区
域。其中，水土组团、龙兴组团、礼
嘉组团、渝中组团、大杨石组团、观
音桥组团、西永组团、茶园组团、蔡
家组团、悦来组团、李家沱组团为重
点区域，必须在以下项目中发展装配
式建筑：一是保障性住房和政府投
资、主导建设的建筑工程项目。二是
工业、物流仓储用地建筑工程项目。
三是2018年到2020年，单块商业服

务业设施用地地上建筑规模10万㎡
（含）以上的建筑工程项目；2020年
以后，单块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地上
建筑规模5万㎡（含）以上的建筑工程
项目。四是2018年到2020年，单块
居住用地地上建筑规模15万㎡（含）
以上的建筑工程项目；2020年以后，
单块居住用地地上建筑规模5万㎡
（含）以上的建筑工程项目。

一般区域须在以下项目中发展
装配式建筑，分别是：保障性住房和
政府投资、主导建设的建筑工程项
目；工业、物流仓储用地建筑工程项
目；2018年到2020年，单块商业服
务业设施用地地上建筑规模15万
㎡（含）以上的建筑工程项目；2020
年以后，单块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地上建筑规模10万㎡（含）以上的
建筑工程项目；2018年到2020年，
单块居住用地地上建筑规模20万㎡
（含）以上的建筑工程项目；2020年
以后，单块居住用地地上建筑规模10
万㎡（含）以上的建筑工程项目。

征求意见稿还要求，主城各区
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政府机
关等100米范围内的噪声敏感区域
的建筑工程项目以及各区桥梁、综
合管廊、人行天桥等市政设施工程
项目，采用装配式建造方式。

《重庆市主城区装配式建筑发展专业规划》征求意见

2025年主城一半新建建筑
将用“搭积木”方式盖成

新时代的万千气象，激荡着每一个梦
想；新时代的蓬勃朝气，激励着每一种奋斗。

“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
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只要精诚团
结、共同奋斗，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
人民实现梦想的步伐！”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民族精神、
热情讴歌中国人民，向亿万人民发出奋进新时
代的号召。击鼓催征，这是进军的动员令；奋
楫扬帆，这是前行的集结号。铿锵话语，壮志
豪情，鼓舞中华儿女同心共筑中国梦。

惟奋斗者进，惟奋斗者强，惟奋斗者
胜。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警醒领导干部
求真务实，以“有志者奋斗无悔”寄语青年朋
友建功立业，以“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勉励
每一个中国人追求梦想，习近平总书记一次
次为劳动者鼓劲、为创新者点赞、为建设者
喝彩，让奋斗成为中国高歌前行的主旋律。
五年来，我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神州大地
处处都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火热场景，以
历史性成就和变革，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

“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
朝气蓬勃的新时代正在我们面前展开，等

待我们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从补齐民生
短板到改善法治环境，从支持创新创业到提升
公共服务，新时代为我们的奋斗提供了最有力
的支撑。近20万“第一书记”躬身脱贫一线，
平均年龄30多岁的航天团队肩负起星辰大
海，运动健儿和大国工匠都在搏取荣耀的金
牌……这个伟大的时代属于每一个人，也不
会辜负每一个人。在逐梦之路上，高扬奋斗
之帆，紧握奋斗之桨，就能找到人生出彩的舞
台。时代让我们相信，“有梦想，有机会，有奋
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我们也在用创造、用奋斗，书
写新时代的壮丽篇章。回溯历史，让我们摆
脱“开除球籍”忧思的，是中华儿女敢叫日月
换新天的壮志；助我们“杀出一条血路”的，是
亿万人民那一股子敢闯敢干的气呀、劲呀。
迎来“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面对一个
又一个重要时间点，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
施推进各方面工作，需要每一个人都肩负起
自己应尽的责任。

今天的奋斗，铸就通往明天的路基。从
2020年到2035年再到2050年，伟大的目标在前召唤，壮阔的征程就在
脚下。正像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的，“路虽然还很长，但时间不等
人，容不得有半点懈怠。”我们绝没有歇一歇的时间、等一等的余地，仍
要发扬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
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将实干进行到底。

恩格斯说过，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如同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形
成的一种总的合力。团结奋进，山海可蹈；勠力同心，未来可期。13亿
多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汇涓成海、聚沙成塔，书写属于新
时代的辉煌篇章。

（人民日报3月27日评论员文章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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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临床重点
影像专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国家临床重点
影像专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重庆市人民医院（市级临床重点影像专科）
重庆市中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康复医院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
重庆市肿瘤医院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解放军324医院
武警重庆市总队医院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市级临床重点影像专科）
黔江中心医院

涪陵中心医院涪陵区中医院
九龙坡区中医院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市级临床重点影像专科）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北碚区中医院
永川区中医院
江津区中心医院
江津区中医院
长寿区人民医院
南川区人民医院（市级临床重点影像专科）
开州区人民医院（市级临床重点影像专科）
綦江区人民医院（市级临床重点影像专科）
合川区人民医院（市级临床重点影像专科）
大足区人民医院
铜梁区中医院
垫江区人民医院
垫江区中医院
云阳县中医院
奉节县人民医院（市级临床重点影像专科）
巫山县人民医院（市级临床重点影像专科）
酉阳县人民医院（市级临床重点影像专科）
石柱县人民医院（市级临床重点影像专科）
丰都县人民医院（市级临床重点影像专科）

重庆市影像检查及病理检查结果互认
第一批次实施单位名单

相 关 链 接

文体卫教中心：63907236 63907128 CQRBKJWT@163.COM 经济新闻中心：63907151 63907136 CQRBJJXW@126.COM 摄影部：63907227 63907202 CQRBSYB123@163.COM 区县农村版新闻中心：63907198 CQRBNCB@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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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户籍，我打不开门了怎么办？”“高户籍，我想
给我孙儿找个工作，听说你们在招文员，怎么报名？”
日前，重庆晚报记者来到渝中区嘉西村社区警务室，
正好遇到居民向民警高万禄求助。

据介绍，当片警20年来，高万禄先是把自己的座
机电话号码留给居民，有了手机，又把手机号码全域
公布。居民们遇到大事、小事、烦心事，都喜欢给他打
电话。他说，20年来，没接到1个骚扰电话。

“敷衍了事就是辜负群众信任”

把电话号码留给需要的社区居民，是高万禄多年
来的习惯。高万禄说，嘉西村社区2308户7200多
人，多的时候，他一天要接到二三十个电话，每个电
话，都是居民遇到的实实在在难题。

“高户籍，楼上漏水，我家厨房和卫生间墙面都湿
了。”今年大年初四上午，高万禄接到居民李先生电话，
楼上是租赁户，春节回了老家，楼上没人却突然漏水。

“别着急，给楼上打电话没？”了解情况后，高万禄
一边询问，一边翻出住户登记表，查找楼上业主和租
赁户电话。不料，只查到业主电话，由于房屋出租了
很长时间，业主也记不得租户电话。

“放心，这个问题一定帮你解决，我们先去你家看
看情况。”高万禄来到李先生家检查情况，走访附近居
民，询问是否有人知道楼上租户的电话。

当天下午，高万禄又来到李先生家所在的四新路
19号，通过户主查到租房中介的电话，但中介记录的
电话也联系不上租户。

事情发展到这里，好似已经无计可施，连李先生都
说：“老高，你别忙了，等人回来了，我们自己去解决。”

高万禄不这么想。“群众找我，是因为信任，随便
敷衍了事就是辜负群众信任。”高万禄说。他继续附
近走访群众，最终联系上了租户刘先生，让他及时赶
回，解决了漏水问题。

这样的小事，高万禄不知解决了多少，家人劝他
说：“居民的事要管，但你一个人又没有三头六臂，57
岁的人了，别太拼命。”高万禄说：“当社区民警就是个
良心活，全心全意付出了，良心才过得去。”

老人请他保管20万元养老钱

今年1月的一天，耄耋老人黄婆婆气呼呼坐在楼
下，任谁招呼都不说话，寒风一会儿就把她吹得嘴唇
发白。高万禄得知情况急匆匆跑来，黄婆婆终于露出
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小声嘀咕：“新装的门禁我不
懂，打不开门，你快教我。”高万禄扶起黄婆婆，耐心教

她使用门禁系统。“您看，很容易是吧。”大门缓缓推
开，黄婆婆笑了。

服务社区20多年，让高万禄和这里的婆婆、爷爷
们结下了深厚感情。

70多岁的王子淑是位孤寡老人，虽然有个养子，
但平时独自生活。几年前，王婆婆不小心摔了一跤，高
万禄接到热心群众电话，二话没说，就赶往医院看望。

“高户籍，我这么大年纪了谁都不信，就信任你，
这是我这些年攒的钱，你一定要帮我保管。”王婆婆出
院后对高万禄说，从衣兜里拿出一个存折。

高万禄打开存折一看，有20多万元，是王婆婆多
年省吃俭用的退休工资。

“王婆婆，你不是有个儿子吗？还是交给他保管
稳妥一些。”高万禄知道王婆婆有个养子。

“我只相信你！”王婆婆的说，让高万禄有些意外，
也有些感动。

这些年，王婆婆总是说，“高户籍是个好人”，经常
买水果去家里看望她，和她聊天，还经常帮她解决实
际困难。

“真没想到，我只是平时照顾了一下老人家，就赢
得了这么大的信任！”经过和王婆婆多次商量，高万禄
说服王婆婆把存折交由养子保管，条件是必须好好赡
养老人。

“老人家信任，把我当做她的孩子，这是社区民警
的光荣。”高万禄说。

社区侵财案件下降42%

平日里家长里短的高万禄，履行起警察职责时，

又换了一副面孔。
嘉西村社区地处牛角沱，商业网点多，流动

人口多，重点单位多，老旧社区背街小巷路灯等
基础设施不完善，居民对治安稳定的渴求特别强
烈。

作为一名社区民警，力量毕竟有限，怎样才能守
护好居民的安全？高万禄说，单打独斗不行，那就群
策群力！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让他产生了建立联勤
联控巡逻防范警务新模式的想法。

借社区成立自治物管队契机，高万禄着手整合
社区治安防范力量资源，把治安防范职能赋予自治
物管队，成立由上清寺派出所、交巡警、社区居委
会、社会有关单位等组成的联勤联控领导小组，组
成一支近60人的联勤联控队伍，由他每周3次带
队巡逻，了解掌握治安情况，指导开展巡防工作。
通过落实巡逻防控措施，建立考核奖惩机制，使社
区工作形成一盘棋，治安力量拧成一股绳，社区防
控模式实现了由单一防控型向联勤联控的整体防
控型的转变。

转变带来的效果显而易见。据统计，联勤联控建
立后，嘉西村社区共组织各种巡逻防控5000余人次，
调解纠纷257次，排除安全隐患14起，社区侵财案件
发案同比下降42%。

“做工作既要下笨功夫，也要学习创新。”这是高
万禄对自己的忠告。他常说，自己年纪大了，创新能
力比不上年轻人，但只要能真正为群众解决问题，他
愿意从头学起，从头做起。

（文/重庆晚报记者 彭光瑞，图/重庆晚报记
者 任君）

家人劝：“57岁的人了别太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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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3月2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
计委获悉，从今年5月起，我市将启动市内三级医院、市级医学影
像临床重点专科医院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工作，避免重复检验检查。

按照市卫计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医学检查检验
结果互认工作的通知》要求，同级医院医学检验检查结果实行
互认，下级医院认可上级医院检验检查结果，医联体内医院医
学检验检查结果互认。

“这些互认结果涉及临床多数检验检查。”市卫计委有关负
责人说，比如血常规、胸片、CT、核磁共振等均可比照执行。按
照要求，经原医疗机构诊断，符合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标准的，应
在报告右顶部注明“HR”，作为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标识。

据介绍，我市三级医院等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将分两批实
施。今年5月，全市将启动第一批次互认检查检验医院，包括
所有三级医院、市级医学影像临床重点专科医院。第二批次将
于今年10月启动，包括全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还有及医联
体内医院间的结果互认。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检查只做一次就完事了。
该负责人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受互认限制：一是因病情变
化，已有的检验检查结果难以提供参考价值的；二是检验检查
结果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变化幅度较大的；三是检验检查结果与
病情明显不符的；四是患者或其亲属要求做进一步检验检查
的；五是因疾病转归需连续对比观察的；六是司法、伤残及病退
等鉴定所需的；七是其他符合诊疗需要的不可预测情形。

今年5月

我市三级医院
检验检查结果将互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