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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7月4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渝中区教委获悉，该区
于今年上半年对全区125所民办教育机
构进行了2017年度检查，并对辖区内未
经审核批准的12所幼儿园进行公示。

检查结果显示，该区125所民办教育
机构中，97所民办教育机构年检合格；2
所民办教育机构年检不合格，分别为重庆
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文化艺术学校、重庆巨
星影视模特艺术学校；3所民办教育机构
被注销或撤销，分别为重庆嘉陵职业学
校、重庆渝中新革艺术培训学校、重庆市
渝中区北美留学创业发展预备学校。

还有15所民办教育机构年检基本
合格，5所民办教育机构因办学调整而暂
缓年检，3所新设立的民办教育机构免予
年检。

日前，渝中区还对辖区内未经审核
批准的12所幼儿园进行公示。这12家
幼儿园包括：葵花幼儿园、乐源幼儿园、
童心幼儿园、棋棋幼儿园、新苗幼儿园、
新星幼儿园、金银湾幼儿园、新幼托儿
所、绿叶幼儿园、贝亲幼儿园、童德幼儿
园、爱儿坊幼儿园。

渝中区教委相关负责人称，各民办
教育机构收费应当遵守以下规定：按学
期或培训周期收费的，预收费最长不超
过6个月；按课时收费的，预收费最多不

超过60个课时，严禁跨期收费。市民在
交纳培训费时，应注意交费的时限和金
额，并索取正规发票。

渝中区教委提醒广大市民：选择民
办教育机构时，一要验明办学资质，认真
查看《办学许可证》《法人登记证》《税务
登记证》《收费备案表》等，是否在有效期
内，且载明办学场地，办学范围等内容与
实际是否一致，同时查看《告民办教育学
员及家长书》是否公示。

二要书面签订规范合同。与培训机

构签订合同时，要看清合同载明的机构名
称、办学范围、学员姓名、办学场所，培训
内容、培训期限、时间安排、质量标准与承
诺、收费项目和金额、退费标准与办法、违
约责任、双方争议解决途径和方法等是否
与实际相符，以免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三要谨慎缴纳培训费用。根据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民办教育机构具有独立
的法人财产权，在发生债务纠纷或终止
办学清算时，可能存在不能完全偿还剩
余课时费的情形。

渝中区公布2017年度民办教育机构年检结果

12所未经审核批准幼儿园被公示

本 报 讯 （首 席 记 者 李
珩）585 克有多重？一瓶中瓶矿
泉水的重量，一包家庭装饼干的
重量……7 月4日，经过3个月的
精心呵护，出生时只有585克重的
小米（化名）终于转出陆军军医大
学西南医院重症监护室，回到母亲
的怀抱。据了解，小米是在孕期
24周加5天时出生的，比足月婴儿
早产了近14周，出生时，身体还没
护士的手长，也是我市最小胎龄的
早产儿。

小米父亲曹斓巍来自贵州，是
一名老师，已经37岁。爱人陈霞，
经治疗怀上了孩子。

在陈霞怀孕到24周左右时，突
然羊水破了。两人急急忙忙赶到西
南医院产科。3月30号，小米出生
了。

“太小了，只有中瓶的矿泉水般

大小，没有自主呼吸，全身皮肤是透
明的，很薄，脚只有成人的大拇指一
半大。”西南医院儿科护士长晏玲
说，小米从一出生就得“闯关”：呼吸
关、感染关、营养关、黄疸关……一
个关卡一个关卡地闯过来才能存活
下来。

经过 3 个月救治，小米转危
为安。体重由最初的585克长到
近2000克，各项检测指标正常，终
于可以离开重症监护室。

西南医院儿科副主任陈盛说，
这个新生儿是科室抢救存活的胎龄
最小的一个新生儿。

“目前，我国新生儿早产率约为
10%，比此前有所增加。”陈盛说，随
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高龄产妇
也日益增多。陈盛建议，女性应该
在适宜的年龄生孩子，而这个适宜
的年龄段为25岁到30岁。

585克最小胎龄早产儿被成功救活
经过3个月救治，体重长到近2000克，各项检测指标正常

本报讯 （记者 张莎）7月4日，
一群大学生志愿者出现在渝中区鹅
岭二厂文创公园，他们时而聚在一
群朗诵诗歌，倡导文明出行；时而为
游客指路撑伞，送上贴心关怀。这
群大学生都来自重庆大学美视电影
学院“音为爱国”志愿者协会，随着
渝中区文明旅游网络宣传推广志愿
服务活动启动，他们还会出现在洪
崖洞、解放碑、湖广会馆、长江索道
等8大超人气“打卡景点”，为游客
提供志愿服务。

据了解，在文明旅游网络宣传
推广志愿服务活动中，渝中区将联
合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有针对
性地向年轻人群传播理念，将文明
旅游的概念转化为青春时尚的潮流
举动，让广大游客自觉维护和遵守

文明旅游良好风貌。
“音为爱国”志愿者协会负责

人、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教授
马欣介绍，协会的50多名志愿者
由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各专业
年级文艺骨干组成，具备表演、播
音、编导等专业特长。接下来，

“音为爱国”志愿者协会将在创新
线上宣传形式、结合热点开展文
创、重大节日志愿服务等方面进
行一系列活动。“例如围绕中国公
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宣传
倡导文明旅游的系列朗诵活动；
在暑假旅游高峰，派驻大学生志
愿者前往景区开展各类文明旅游
志愿服务；此外，还有以中秋节为
契机开展的 2018 年洪崖洞景区
特色快闪活动等。”

大学生志愿者到渝中热门景点
开展文明旅游服务

本报讯 （记者 杨骏）截至今
年6月20日，全市共查处违法占用
土地7323亩，收缴罚款6024万元，
整改违法占用耕地3364亩。7月4
日，“2017年度全市土地矿产卫片
执法监督检查情况通报和警示约谈
会”上通报了这一消息。

市国土房管局相关人士表示，
整体来看，今年全市违法地块宗数、
面积、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和比例同
比均有一定程度下降，但国土资源
违法行为仍未得到根本遏制，国土资
源执法监察制度有待进一步健全和
落实，卫片执法后续整改任务较重。

下一步，我市将建立卫片执法
违法地块查处整改动态跟踪机制，
及时跟踪全市卫片执法违法地块查
处整改的落实情况，严格按照自然
资源部加强和改进执法监察工作要
求，进一步健全国土资源执法监察
共同责任机制，强化日常执法监管
措施。

会上，江津区、武隆区、丰都县、
酉阳县四个受约谈的区县政府负责
人对各自区县的卫片执法检查整改
工作进行了汇报。国家土地督察成
都局有关负责人结合我市卫片执法
和土地例行督察情况，对加强国土
资源管理工作提出了建议和要求。

本次会议还强调，我市耕地资
源稀缺，应“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
护耕地”，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全市相关部门和区县，应学
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站在

“保护耕地、保护资源、保护生态”
的高度，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耕地保
护的关系，发挥本地优势，转变发
展方式，优化产业升级。同时，相
关部门与区县要认真查找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细化耕地目标考核内
容，切实制定措施，加快问题整改，
确保违法占用耕地比例下降到最
低限度。

重庆召开2017年度土地矿产卫片执法
监督检查情况通报和警示约谈会

全市共查处违法占用土地7323亩

4日夜间至5日下午

今年以来长江最强过境洪水
陆续通过主城 水位将上涨3米至5米

但不会超过警戒水位

7月4日，丰都县暨龙乡乌羊坝部分玉米地被洪水淹没。7月3日21时到
4日5时，丰都南岸部分乡镇遭受强降雨袭击。 通讯员 林登周 摄

本报讯 （记者 龙丹
梅）重庆日报记者7月4日从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长江
干流洪水于4日夜间至5日下
午陆续通过主城区。此次洪
水为今年以来长江最强过境
洪水，沿江测站将普遍比4日
8时上涨3米至5米，但均不会
超过警戒水位。

据悉，自7月2日起，重
庆经历了一次强降雨天气过
程和江河涨水过程。截至目
前，重庆多数区县出现了暴雨
甚至大暴雨，个别中小河流站
点出现了超警戒水位洪水，长
江干流上游和嘉陵江流域出
现了今年以来最大幅度涨水
过程。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多措
并举，积极应对，有效防范了
今年以来最强过境洪水过
程。目前，未发生人员伤亡和
重大工程灾险情。

另据水文部门最新测报，
嘉陵江流域此轮洪水已顺利
通过北碚，市水文局已于4日
17时解除嘉陵江支流琼江的
洪水黄色预警。

改善群众就医体验 优质服务让患者暖心
打造智慧医院，充分满足群众就

医需求；广泛推行志愿者服务工作，让
病人体验到更温馨的服务……近年
来，璧山区人民医院从点滴细节入手，
全系统改善群众就医体验，将优质医
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智慧医疗”让看病难成为历史
门诊里，等待检查的患者挤得密

不透风；住院部，长长的过道里铺满了
临时病床……这是璧山区群众曾经就
医的状况。

然而，这一切已然成为过去。
2018年，在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

大道9号，一幢占地面积150亩的建筑
拔地而起，这就是璧山区人民医院。

走进医院大门，扑面而来的是凉
爽的微风夹杂着清新的花香，道路两
旁芳草茵茵、绿树成荫；踏进住院大
楼，映入眼帘的是明亮的大厅、宽敞的

走廊，病房里干净整洁、温馨舒适。门
诊部、住院部、行政部等互联互通，患
者从进医院开始便可以“足不出户”完
成所有治疗，“一体式”的璧山区人民
医院开启了百姓健康幸福的新篇章。
医院开设临床科室35个、医技科室10
个，设置床位1430张。充足的休息区
和34部电梯，让曾经拥挤的现象成为
过去。

有人说这里像科技馆，因为这里
功能智慧、设施一流。

一方面，医院率先推出了一款手
机导航程序，只要打开手机的移动网
络和蓝牙功能，并关注“重庆市璧山区
人民医院”公众号，选择“院内导航”，
就可以看到详细的院内电子地图，想
去什么科室，轻松一搜，便可立即呈现
步行线路，真正实现了导航指路看病
的功能。目前，此导航程序覆盖了医
院门诊部和住院部所有楼层，除了标

注科室、就诊区、诊疗室、候诊区，还标
注了卫生间、电梯、停车场等信息，极
大地方便了群众就医。

另一方面，通过微信公众号，患者
还可以在手机上实现挂号、查账单、查
询排队情况等功能。相比以前取检查
结果报告需要漫长的等待，如今的检
查报告可以在医生诊断后的第一时间
通过手机传达给患者，节省了大量的
等待时间。

此外，门诊的自助挂号机、自助
报告打印机、自助取药机……一系列
的自助服务不仅节省了人力，更缩短
了患者排队的时间。

“这些自助机器真的很方便，就拿

自助取药机来说吧，只要对着机器刷
一下处方上面的二维码，药房的机器
就会自动把药配齐，我们只需要在休
息区等候，LED显示屏提示取药就可
以了。”一位正在门诊药房取药的患者
家属说道。

温情服务让希望生生不息
随着十指像海燕般在键盘起伏的

浪涛中飞舞，沁人心扉的琴声听得观
众如痴如醉……这是钢琴演奏会的现
场吗？不，这里是璧山区人民医院门
诊大厅。

音乐可以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安
抚人们内心焦躁的情绪。为了提升患

者的就医体验，璧山区人民医院在门
诊大厅安置了一台德国门德尔松演奏
级的三角钢琴，并面向社会、大学生、
院内职工和来院患者广泛招募具有钢
琴演奏8级以上的志愿者，定期来院进
行钢琴演奏，让大家体验“音乐治疗”
的魔力。璧山区人民医院也因此成了
全市第一家拥有钢琴演奏的医院。

“我很喜欢这里的钢琴演奏，经常
都会过来听，感觉音乐一响起，病痛都
减轻了。”一周前，58岁的程女士因病
来到璧山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病痛
的折磨让她的情绪逐渐低落，在护士
的帮助下，原本就喜欢音乐的程女士
第一次在医院里听到了钢琴演奏，从

此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心情也渐渐变
得开朗起来。

儿科病房里，大学生志愿者一对
一地辅导患病孩子们的学习课程；特
殊节日时，美术学院志愿者来院为产
妇和新生儿手绘“母婴画”，留作纪念；
自助终端旁，志愿者们耐心地为不会
使用自助机器的患者做指导服务……
在医院的不同角落，总能遇到各种志
愿者，他们来自医院各科室、高等院
校，做着不同的事情，却都是为了同一
个目标——提供具有医院人文特色的
志愿者服务。

自2014年以来，璧山区人民医院
以“温暖人生·健康同行”为主题，先后
组织百名专家、博士等下基层、接地
气，进行志愿服务百余场次，服务群众
数万人次，将健康送到群众身边，满足
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未来，我们将从更多的点滴细节
入手，将每一股优质医疗服务的‘细
流’汇集到一起，形成让百姓满意的

‘江河’，让璧山区人民医院成为既有
精湛医术又有人文内涵的百姓医院。”
院长朱堂琪说。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系列报道（一）
改善就医体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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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协助打印CT报告

医院神经内科开展全区首例锁骨下动脉、椎动脉支架植入手术

7月4日，大剧院地铁站附近，洪水淹没了临江步道。当日，嘉陵江洪
峰通过主城，一些临江地点被淹。 记者 谢智强 摄

7月4日，磁器口古镇。连日来，受上游降雨影响，嘉陵江出现明显涨水过程，磁器口段迎来今年首个洪峰。
特约摄影 何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