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讯 （首 席 记 者
李珩）8月15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市卫计委获悉，在重庆
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补充的医养结合服务
体系基本形成，近七成居家
老年人能在家中享受基本健
康养老服务。

“来，张嘴，让我看看你的
喉咙。”当天上午9点过，在九
龙坡区石桥铺街道白鹤社区
居民马荣清家中，全科医生李
杨正在随访。李杨是石桥铺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
生，也是老人的家庭医生。

按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协议，李杨一年会上门做4次
随访，平时老人有啥不舒服也
可以直接联系李杨。

“这段时间天气热，李医
生特意打电话给我，叮嘱我空
调温度不要开得太低。”在马
荣清看来，李杨就跟自家女儿
一样。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正是
我们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基本
健康养老服务的重要载体。”
市卫计委家庭发展处副处长
李云飞说，目前，我市居家老
年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
率达69.4%，有260万老年人
享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他解释，截至 2017 年，

全市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
上人口已达621.76万，占常
住人口总数的20.2%。在老
年人群体中，约90%的老年
人会选择居家养老，如何为
这部分老年人提供基本健康
养老服务，成为我市推进医
养结合服务的重点。

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居
家医养模式的另一载体。“在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基层
医疗机构会为 65岁以上老
年人免费体检，进行健康管
理。”据李云飞介绍，目前全
市 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
检和健康管理率达72.6%。

为了让老年人在家门口
享受医疗服务，我市还将开
展社区养老服务百千工程民
生实事。在已经明确社区养
老机构健康服务的功能和建
设标准基础上，预留医疗健
康服务空间，采取嵌入医疗、
医养协作等方式完善社区医
养结合服务体系，实现社区
养老设施和医养服务覆盖
80%的城市社区、60%的农
村社区。

目前，我市共形成三种
合作模式：一是医中有养模
式，全市开展医养结合服务
的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有77
家，提供养老护理服务的综
合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 22
家，护理院（站）17家，康复
医院18家；二是养中有医模
式，全市举办或内设医疗机
构的养老机构有54所，占养
老机构总数的 3.86%；三是
医养协作模式，全市共建立
医养联合体 534 对，养老机
构与医疗机构协议合作签约
率达81.6%。

重庆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居家老人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覆盖率近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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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上午9点30分，北碚嘉陵江
边原毛背沱码头，该区两月一次的集体巡
河在此启动。参与巡河的，除6名来自嘉
陵江北碚段上下游的镇街级河长外，还有
区河长办、区政府督查室以及区市政、环
保、农委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为啥要集体巡河？
北碚区河长办副主任唐世银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一是不少水环境问题需要上下
游、左右岸共同协调解决；二是因为嘉陵江
两岸多为陡坡峭壁，有的地方崖壁甚至达
到90度，从陆路巡河存在不少视觉盲区，而
各镇街并无巡河船只，租用船只费用高昂
又不安全，集体巡河则可统一调配巡河船
从水面巡察盲区；三是在集体巡河时，河长
们可交流经验心得，况且，哪个镇街干得
好、哪个镇街工作不力，在巡河过程中都一
目了然，责任河长自然压力倍增。

嘉陵江北碚段河道共45.1 公里，左
右江岸岸线共 66公里，涉及该区 10个
镇街。14日的集体巡河路线为下半段
20多公里，要经过天生街道、龙凤桥街
道、水土街道、施家梁镇、蔡家岗街道以
及童家溪镇6个镇街，6名镇级河长全部
到场。

9点30分，巡河船从码头缓缓驶出，
首先经过的5公里河道都属于龙凤桥街道
责任范围，龙凤桥街道党工委书记、街道
总河长袁峰绷直了身子。在上一次集体

巡河中，龙凤桥街道的整改清单上只有一
项：212国道沿线嘉陵江岸坡生活垃圾较
多。问题虽简单，但解决起来却着实不
易。

从嘉陵江江面朝岸上看去，不少隐藏
在陡坡、桥底等隐蔽处的垃圾堆一目了
然。袁峰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这5公里江
岸正好在212国道沿线，企业、居民较多，
有的居民习惯朝江岸乱扔垃圾，甚至有不
少渣车趁夜前来倾倒渣土。由于江岸很
多陡峭地方没有路，平时在岸上巡河时根
本发现不了这些隐藏起来的垃圾堆。上
次集体巡河发现好几处隐藏垃圾，袁峰上
岸后第一时间便组织相关社区工作人员

前往调查，这才发现，有的垃圾堆竟然已
堆在河岸数十年。

要清理这些垃圾，需要好几名工作人
员，带上安全绳从岩壁攀下至江面，一点
点进行清运。龙凤桥街道组织了多名工
作人员，花了1个多月时间，才清理了这些
隐藏在江岸数十年的“顽疾”。这一次，袁
峰又在悬崖间发现了5处垃圾，但体量较
少，显然是近两个月新扔的，他一一拍下
照片。

这5公里河道结束后，水土街道办主
任、街道总河长常先志和蔡家岗街道河长
办主任林海面对面站起身来，视线分别移
向了左右两岸。原来，这一段左岸属水土

街道责任范围、右岸则归蔡家岗街道负责
日常维护。

说话间，左岸一片河滩地映入眼帘，
这里还留有洪水淹没的痕迹，但河岸已长
出了新绿。“这片河滩过去被当地老百姓
私自开垦为菜地，也因此出现了地膜、化
肥等面源污染问题。”常先志告诉重庆日
报记者，这也是他们在上次集体巡河时要
求整改的问题之一，但村社级河长多次给
老百姓做工作都没什么用。

“那你们咋个解决的？”一旁的林海好
奇地问。

常先志笑了。原来，7月中旬，嘉陵江
迎来今年最大洪峰过境，这片河滩地也被
淹没。洪水退去后，还没等老百姓再来开
荒种地，街道便迅速组织工作人员到河滩
地里撒满绿化用草籽，提前对河滩地进行
绿化，一举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难题。

“这一招，我也学到了……”林海哈哈
一笑。

类似的，像采砂船偷采偷挖、渣土车
趁夜倾倒垃圾、老百姓私自开垦河滩地、
用哪种植物进行江岸复绿效果最好……
这些河道治理中“老大难”的问题，在集体
巡河的过程中，通过河长们的互相交流，
大多可寻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

唐世银介绍，自今年4月北碚区探索
集体巡河制度以来，区级河长对流域问题
统筹考虑，沿线镇街河长通过比成效、找
问题、出对策，解决了不少“老大难”问
题。如今的嘉陵江北碚段水环境一天比
一天好，集体巡河发现的问题也一次比一
次少。

北碚河长集体巡河 联手解决河道顽疾
本报记者 龙丹梅

本报讯 （记者 蔡正奋）8月6日，
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新田镇石龙村，
种了大半辈子地的农民庹守胜，被对面田
里的一帮种红薯的人搞懵了，自己家的红
薯还在扯蔓长叶，人家的红薯已经采挖完
毕，又在移栽下一轮红薯苗了。他从来没
有听说红薯还有一年种两次的，真是稀奇
了！更稀奇的是，将红薯一年一季变成了
一年两季的，竟然是彭水县的几个“土专
家”！

庹守胜所看到的，是该县农业推广中
心的试验田。几个“土专家”，是县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的罗启燕、胡康和他的同事
们。他们今年使用该技术小面积试种食
用红薯，一年两季薯的第一季种植取得成
功，这在重庆尚属首次。

当日，重庆日报记者在彭水县新田镇
石龙村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试验田现场

看到，农技人员正在对“一年两季”中的第
一季食用红薯进行现场测产，3个食用薯
品种亩产量均达到2600斤，达到预期目
标。

今年，彭水试种了25亩一年两季红
薯，品种为“南瑞苕、浙薯13、渝薯17”。在

技术环节上，育苗和栽种时，采用地膜覆
盖，在垄土浅栽，用钾肥为基础肥，生长期
管护与传统种植方式一样。

罗启燕说，从肥力效果来看，第二季
红薯产量要略微低于第一季，但是，两季
的累计产量，可在原来一季的单产量基础
上提高30%-45%。

罗启燕说，目前，该栽培技术另一个
优势就是“早”，即早出产，早上市。此次
试种成功是在海拔低、土质好的地方，如
要大面积推广，还需要看11月底第二季红
薯的最终产量和土地利用效果。

一年一季变一年两季

重庆红薯种植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仁济医院”揭牌

精诚合作
为南岸区健康大产业助力

据介绍，中国科学院大学是一所
以科教融合为特色的创新型大学，它
的前身是成立于1978年的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先后培养了新中国第一
位理学博士、第一位女博士、第一位双
学位博士。2012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
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2014年中
国科学院大学开始招收本科生，形成
覆盖本、硕、博三个层次的高等教育体

系。多年来，中国科学院大学坚持在
高水平科研实践中培养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的学生已经成为国家科技创
新的生力军。

目前中国科学院大学拥有23个国
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个国家实验室，
2个国家研究中心，77个国家重点实验
室，189个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9个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7个国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15个国家工程实验室，以及
众多国家级前沿的科研项目。

临床医学的发展对其他学科有极

强的依赖性，中国科学院大学不仅有传
统的工科优势，更是一所工、理、医等多
学科协调发展的全国重点大学。

“南岸区与中国科学院大学达成
协议，双方将在医疗、教育、科研成果转
化三个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利用科研平
台优势、人才优势，提升我市‘三甲’医
院的综合实力。相信通过双方的精诚
合作，必将为南岸区健康大产业注入强
大的动力。”南岸区委副书记王茂春说。

百年沉淀
推动重庆医学护理事业发展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由英国基
督教伦敦布道会于1896年10月14日
创办的重庆仁济医院发展而来，已拥
有百余年历史。目前已发展成为一所
集医疗、急救、教学、科研、预防、保健、
康复于一体的管理先进、运作规范、学
科齐全、特色显著的三级甲等综合医
院，是重庆医科大学、重庆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临床教学医院，是重庆市唯一
一所抗菌药物卫生部网上直报医院，
于2011年 8月成功创建了国家三级

甲等医院。
医院设有34个临床科室、10个医

技科室、18个行政管理科室。现有重
庆市区域性重点学科3个、重庆市特
色专科4个、重庆市市级临床重点专
科6个。能独立完成各类心脑血管介
入、血液净化、外科大中型手术等特色
技术，其中心内科的心脏起搏器和复
杂冠脉支架植入术等处于市级领先水
平，普外科的阴部神经松解术为该院
独创，属业界领先。

1925 年加拿大英美协会在私立
重庆仁济医院基础上，创办了“私立重
庆仁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开启临床
医疗与医学教育并驾齐驱的历程。
2007年更名为“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五院临床教学部”，1961年为重庆
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教学实习基
地，1994年成为重庆医科大学教学医
院，2010年成为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非直属附属南岸医院，2012年成为
重庆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目
前有12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1个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1
个护士规范化培训基地，不仅为医院

提供了大量优秀人才，搭建新的业务
发展平台，也为社会各医疗单位输送
了大批优秀人员，医院的全科医生规
范化临床培养基地已投入使用，将有
力地推动重庆地区的医学护理事业健
康发展。

引进人才
切实提升医疗技术水平

“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仁济医院
将充分利用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和人
才方面的优势，提升双方自主创新能
力，力争使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人才科
技教育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南岸，使双
方合作结出丰硕的成果。”中国科学院
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涛说。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现有博士
15人，硕士153人，硕士生导师2人，
高级职称142人，神经内科主任展群
岭就是博士中的一位。他所带领的神
经内科，从2016年开始建立DBS治疗
帕金森病多学科协作平台，全面开展
DBS治疗帕金森病的工作，使众多的
帕金森患者恢复了日常生活自理能
力。此外，科室还从事脑血管病、癫
痫、睡眠障碍、认知障碍、神经免疫病、
神经肌肉病、神经重症等诊治和神经
康复，在重庆市属于规模较大和功能
齐全的科室。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和中国科学
院大学合作共建，将在学科建设、人才
培养、科研教学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

一方面，中国科学院大学将在高

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上为重庆仁济医
院提供服务，因为高端的医疗机构最重
要的还是高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另
一方面，将优先将基础医学和转化医学
方面的科研成果在重庆进行转化，促进
顶尖科研成果的项目转化和疑难诊疗
技术攻关。中国科学院大学将大力引
进和转化最先进的科研成果，发展干细
胞与再生医学、健康医疗大数据等，为
南岸区高质量发展插上创新的翅膀。

展望未来
智慧医院为百姓带来福音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新院区迁建
工程将在2018年内动工，项目地址位
于弹子石，总用地面积约81亩，项目总
投资约18亿元。编制床位为1200张，
总建筑面积约260000平方米，拟建设
内容有新建医院门急诊楼、医技部、住
院大楼（含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科
研教学及办公楼、地下停车场、室外休
闲和康复场所及其他附属设施和功能
性用房。建好后将成为区域性临床医
疗中心、卫生人才培养中心、卫生科研
中心、智慧医院。

未来，“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仁济
医院”将在院长冯虎翼带领下，全体医
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医学科学成
果的转化提升医疗水平，让老百姓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先进的医疗服务，切实提
高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使南岸区的
卫生健康事业再上一个台阶。

8月13日，中国科学院大学与重庆

市南岸区人民政府在渝正式签署协

议，宣布共建“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仁

济医院”，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

水平，惠及广大患者，推动南岸区卫生

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根据协议，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将挂牌“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仁济医

院”，成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直属医院，

保留“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名称，并

依托中国科学院大学在精准医学领域

的教学和科研实力，共同建设转化医

学研究院、区域精准医学实验室、颐养

中心、护理学院、健康医疗大数据等健

康医疗产学研平台及项目。

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王凤 图片由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提供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医疗水平再升级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新院效果图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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