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袁文蕙 美编 丁龙

2018 年 9 月 17 日 星期一 10版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长江边禁止烧烤，请你立即撤
出，立即撤出！”9月14日，在巴
南区龙洲湾至李家沱码头长江
河段上空，突然传来一阵喊话
声，声音来自正在长江河段上空
低空巡逻的一架小型无人机。

重庆日报记者从现场了解
到，全市首支女子无人机巡河队
已在巴南区正式组建并运行。

今年8月，市妇联启动“巾
帼护河·共建生态家园”主题活
动，巴南区妇联在22个镇街组
建了巾帼志愿者队伍，常态化
开展巡河、护河、治河、美河工
作。

“为了提升巾帼护河的效
率，我们把大数据、智能化等高
科技手段运用到了河长制工作
中，组建了一支15人的女子无
人机巡河队。”巴南区妇联相关
负责人说，这支巡河队的成员都
是区里的巾帼志愿者，她们负责
运用无人机，巡逻从龙洲湾到李
家沱码头共15.8公里的长江河
段。

当天在现场操作无人机进
行示范的志愿者叫赵芙蓉，本职
工作是名会计，经过几个月的学
习，她目前是队伍里操作无人机
技术最好的一位。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负责巡
河的无人机下方，搭载了2000
万像素、可10倍变焦的高清摄
像机，并附有小扩音器，在赵芙
蓉的操作下，无人机平稳升空，
飞到河道上空。此时，另一位志
愿者则可通过手机观察和录制
巡河过程，无论河面还是周边情
况，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如果发
现河道附近有乱排乱放、烧烤、
非法采挖等行为，可在手机或电
脑上立即喊话，通过无人机上的
扩音器播放出去。

“一旦发现比较严重的违法
行为，我们可把过程全部录制下
来形成证据，转交给相关执法部
门。”女子巡河队志愿者鲜敏说，
使用的无人机是她所在的公司
提供的，女飞手们都经过专业的
培训，今后将根据妇联的安排进
行巡逻。

巴南有支女子无人机巡河队
高科技助力志愿者高效护河

“熊珍秀病了，熊医生你快来看看
吧！”9月12日中午12点多，刚扒了一口
饭，熊长生的电话便响了。

放下碗筷，穿上白大褂，提起医药
箱，熊长生来不及跟妻子交代一句就出
门了……

风风火火的熊长生是铜梁区南城街
道西来村卫生室的村医，18年来坚守在
自己的岗位上，是村民随喊随到的

“120”。

以卫生室为家
夜晚出诊是常事

熊长生是铜梁区安居镇人，中专毕
业后，他自愿到西来村当起了村医。

那是2000年，西来村尚未通公路，
坡高路陡，茅草丛生，没有一个村医，村
民生了病一般都是拖，实在坚持不了才
到医院治疗。

熊长生的到来，让村民们都很高
兴。渐渐地，他们发现，这个小伙子不仅
性格特别好，而且吃得苦。当时的村卫
生室就在村委会办公室楼下一间不到
20平方米的屋子里，熊长生晚上就睡里
面，一天24小时，只要村民一喊，他就会
立马背上自制的木药箱赶过去。

有一次，一位姓周的老人深夜突发
高烧，神志昏迷，手足抽搐，家人凌晨2
点来卫生室找到熊长生。当时正下着瓢
泼大雨，熊长生二话不说，立刻起床，冒
雨走了3公里山路。因救治及时，老人
转危为安。

“村民们常常是白天忙农活，忍着拖
着，晚上病情加重了才慌忙找医生，半夜
出诊是家常便饭。”熊长生的妻子陈红萍
说，为了支持丈夫工作，她把“家”搬到村
卫生室来。很多个冬天的夜晚，刚躺上
床，就听到村民在拍门。有时候半夜醒
来一看，不知道熊长生什么时候又去出
诊了，有时一晚上三四个急诊，从晚饭后
要一直忙到第二天天亮才回来。

上门宣传计划免疫
助村民提高防病意识

“好医生应该是治未病。”熊长生深
知这个道理，因此，他始终把卫生防疫工
作挂在心头。

可防病不像治病，不少人轻防重治，
农村群众的预防意识尤其淡薄。要在农
村地区做好防疫工作，其难度相当大。

“刚当村医时，村民的预防接种意
识很差，预防接种率只有10%左右，只
要村子里有一两个人患流行性疾病，很
快全村就感染了。”熊长生说，尽管如
此，但由于交通不便，再加上很多小孩
预防接种后会出现发热现象，村民们都
怕接种。

于是，只要有空，熊长生就上门去给
村民讲疾病预防知识和好处。遇到不少

“无动于衷”的家庭，熊长生就去第二趟、
第三趟……到现在，该村的接种率达到
了99%。

每次遇到手足口病高发期，熊长生
就神经高度紧张，和衣而眠，坚持每天早

晨给村里儿童测量体温，积极宣传预防
知识，出现患儿第一时间进行隔离治
疗。在他的努力下，该村没出现过一例
重感患儿。

抗震救灾赴一线
治病救人有大爱

“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这是
熊长生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的初心。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熊长
生主动向上级领导提出奔赴灾区。征
得同意后，他组织了7名志同道合的乡
村医生，带上自己准备的药品、3箱方
便面和矿泉水，在5月 14日下午就赶
到了北川。

步行了两个多小时，熊长生和同伴
终于到达北川中学附近，看到一个60多

岁的老奶奶双腿被倒塌的砖石压着，他
们赶紧徒手将老人挖了出来，用担架抬
到急救点进行伤口清创包扎，然后又马
不停蹄救下一个。

“余震不断，山石不停在身边滚
落，当时觉得没什么，后来想起还是后
怕。”熊长生说，他们饿了就啃干方便
面，一共救出8个人。返回时，还顺带
载了几个受伤的村民去绵阳的医院，
安置好伤者后，几个人才拖着疲惫的
身子返回铜梁。

乡村医生熊长生18年来坚守岗位，恪守治病救人的初心——

村民随喊随到的“120”
本报首席记者 李珩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9 月 16
日，来自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成都局集团公司）消息称，集
团公司全力推进重庆铁路交通物流枢

纽建设，初步形成了以重庆铁路枢纽
为中心，干线铁路为骨架的放射状铁
路网，进一步提升了重庆地区铁路运
输效率。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9月 10
日，重庆铁路到发货物总量5084万吨，
同比增长12.3%。

成都局集团公司称，目前，重庆已
形成了8条货运干线确保大宗货物运
输顺畅。即南北方向客货共线干线3
条：兰渝、襄渝、川黔线，东西方向客货
共线干线5条：达万、遂渝、万凉、渝怀、
成渝线。同时，还加快了团结村站、鱼

嘴站、小南垭站等铁路货场建设，积极筹
建国际化、集装化、信息化的铁路物流
港，打造集仓储、配送等功能为一体的全
程物流链条。

对于重庆市大宗货物特别是电煤运
输，成都局集团公司始终坚持计划、配
空、装车、挂运“四优先”原则，对管内煤、
电双方签订的中长期合同电煤运输需
求，优先安排运力，积极提升各个作业环
节效率，确保了电煤优先接入、快速输
送。

“未来还将加快重庆铁路货运布局
建设。”成都局集团公司称，至2030年，

规划形成“1+2+12”的枢纽三级铁路物
流网络体系，逐步形成全国性一级物流
基地1个（改扩建团结村）；区域性二级
铁路物流基地2个（新建小南垭、鱼嘴
站），地区性三级物流基地12个（既有唐
家沱、黄磏、磨心坡、伏牛溪、洛碛站，也
有改扩建白市驿和新建木耳、龙盛、南
彭、土场、东港、双福站）。规划黄茅坪为
汽车专业物流基地，重庆东、重庆西、重
庆北等动车所（存车场）预留办理高铁快
运作业条件。届时，重庆铁路货运能力
可达到9100万吨以上，将更好地推动重
庆经济高质量发展。

重庆铁路今年以来到发货总量破5000万吨
将构建“1+2+12”铁路枢纽物流网络体系

今年以来，截至9月10日，重庆铁
路到发货物总量达5084万吨，同比增长
12.3%。

铁路货运量快速增长，得益于重庆
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
发展，打通了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大通道，
推动重庆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
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

中欧班列（重庆），已形成一点出发、

多点扩散的国际铁路运输网络，可分拨
至11个国家、30多个城市，到德国杜伊
斯堡的时间较海运节约20多天。

南向通道，构建起重庆至东盟的多
式联运通道，实现西南地区货物向西至
欧洲、向北至俄罗斯、向南至东盟的“Y”
字形国际物流互通。通过该通道，重庆
至东盟主要港口运输时间为7到10天，
相比传统模式提前20天左右。

沿江班列，解决了长江翻坝困扰，与
中欧班列（重庆）、南向通道等国际物流
通道有机衔接，形成一条国际物流新通
道。以重庆至宁波沿江铁海联运班列为
例，班列从团结村火车站始发，约57小
时后就可抵达宁波北仑港，货物再通过
海运抵达世界各地。该通道比传统水运
班轮至少节约12天。

这几条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大通道，

极大地推进了重庆货运业发展。今年以
来，截至9月10日，中欧班列（重庆）开行
738列，同比增长69%。南向班列共计开
行134列，同比增长27倍。沿江班列（重
庆）开行116列，开行频率3列/周。今年
以来，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为南向通
道和沿江班列共优惠运费2400多万元。

借助区位优势，万州港、鱼嘴站果园
港已成为长江经济带重要物流节点，成
为铁水联运路网大通道。目前，成都局
集团公司全力打造了“成都至万州”、“攀
枝花至万州”等班列，以及“成都至鱼嘴
（果园港）”、“小寨坝至鱼嘴（果园港）”等
班列。同时，还开通了重庆到西北、华
东、华北等地的氧化铝、汽配、纸品等定
制化快速货物列车。

铁路货运量快速增长的背后
本报记者 杨永芹

纵深>>>

德润巴渝德润巴渝··新时代重庆人新时代重庆人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 通讯
员 况宇）9月1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垫江县农委获悉，近年来，垫江全面开展

“康养垫江·绿色田园”行动，发展生态循
环农业，有效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全县畜禽养殖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71.6%，白色垃圾回收率达96.5%，病死
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率达100%，农村
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在垫江县曹回镇马竺村，重庆市河
湾湾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流转了
1350多亩土地，发展种植养殖循环立体
农业。该公司采用“以用为治、循环利
用、变废为宝、化害为利”的发展思路，以
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突破口，建立
起种养互动、良性循环、双向增值的养殖
污染治理体系。该公司自成立以来，投
入资金360万元，建成沼气工程一座，修
建厌氧发酵罐700立方米、有机肥车间
800平方米、场内沼液储存池3500立
方米、田间沼液灌溉池800立方米，配置
干湿分离机2台、沼液提升泵5台、沼液
输送管网6000米。通过“雨污分流、干
湿分离、厌氧发酵、管网还田、有机肥生
产、种养循环”模式，以沼液为肥，常年轮
作两季粮饲兼用玉米、一季榨菜，年产全
株玉米4500吨、榨菜1200吨，产值298
万元。此外，该公司年产有机肥3000

吨，供给周边果园、设施种植基地用肥，
销售收入36万元。

垫江农工委副书记钟应发介绍，
目前，垫江已兴建有机肥厂1座，年产
有机肥2万吨；兴建草绳加工厂6家，
利用秸秆1.5万吨；兴建病死畜禽集中
无害化处理场 1座，年处理病死畜禽
1.9万头（只）；建成垃圾中转站28座、
配备车辆 42台，年收运、处理农村生
产生活垃圾 33804 吨；关闭禁养区规
模化畜禽养殖场 280 家、高毒农药定
点经营门店216家、不达标屠宰场19
家，15个拟支持项目因白色垃圾污染
而取消。

在此基础上，垫江改革白色垃圾处
理模式，实施“户捡拾、村收集、乡转运、
县处理”四级联动；改革畜禽规模养殖场
污染治理责任机制，实施定点、定员、定
责“三定”和查设备、查技术、查排放“三
查”制度；改革病死畜禽分散处理模式，
实行处理场、保险公司、乡镇畜牧站、县

动监所“四方联动”集中处理。
如位于垫江黄沙镇辖区内的重庆春

达油脂化工有限公司，承担着该县病死
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工作。该场采用国
内领先工艺技术，采取湿法萃取的方式，
通过高温、降解分体机处理后，生产出达
到安全要求的化工用油和有机肥资源。
该厂自2016年6月建成投用以来，共集
中处理病死生猪 33213 头（其中县外
1970 头）、牛羊 1012 头（其中县外 58
头）、禽兔8.6万余羽（只）、畜禽产品325
吨（其中县外54吨），通过油渣分离处理
共生产油脂227吨、油渣302吨，实现销
售收入105万元。

今年以来，垫江还强制关闭禁养区
规模养殖场3家，罚款2万元；强制非禁
养区污染严重养殖场模式化治理13家；
实施环境评价验收制，不予通过要求限
期整改6家；整治秸秆露天焚烧，实施机
械还田、腐熟还田、过腹还田、草绳加工、
食用菌基质等多渠道利用。

钟应发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为了破
解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的难题，垫江还
建立了“四大”工作机制，推动农业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持续开展。一是建立联动
工作机制，建立县政府统筹、乡镇（街道）
具体实施、村（居）及农村居民参与的“三
级”联动机制，形成齐抓共管、上下联动
的工作格局。二是建立资金投入机制，
建立“向上争取、县级配套、乡镇投入、村
居和村民自筹、社会募捐”的经费保障机
制，筹集资金1.2亿元，解决农业资源废
弃物综合利用资金难题。三是建立考核
督促机制，由县政府督查室牵头，县农
委、县城市管理局等部门参与，采取随机
抽查、交叉检查与定期督查相结合的方
式，对农业资源废弃物综合利用工作进
行督促检查，确保取得实效。四是建立
激励惩戒机制，对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好
的农业企业实施项目支持、政策倾斜、通
报表彰，对污染严重的企业实施项目黑
名单制度，公开曝光。

全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逾70%
垫江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改善明显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
9月 14日，重庆市检察院一分
院与市企业联合会联合召开了

“市检察院一分院服务民营企业
座谈会”。座谈会上，市检察院
一分院不仅倾听了民营企业家
代表对检察机关服务民营经济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还专门成立
了服务民企工作团队。

据悉，近年来，市检察院一
分院积极创新服务方式，探索
构建民企联系渠道，依法为民
营经济保驾护航，依法保护民
营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合法权
益，努力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提供有
力的司法保障。

一分院有关负责人在座谈
会上通报了该院在服务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方面开展的大量调

查研究，在依法严厉打击涉企
刑事犯罪、侵犯民营企业合法
权益的职务犯罪、对涉民营企
业案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检察
职责方面取得的成效。相关职
能部门负责人向与会企业家介
绍了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
职能，从刑检方面提示民企在
经营中要规避可能触碰的红
线，从公益诉讼方面要做到保
护与起诉监督并重，从民事行
政检察监督方面介绍民企在经
营中应注意涉及的法律问题
等。

会上，申佳实业集团、莱福
医疗公司、中瑞鑫安公司、力帆
实业集团等民营企业代表先后
发言，反映了民营企业在生产经
营中涉及的守法经营、风险防
控、依法维权等法律问题。

市检察院一分院成立服务民企工作团队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
为进一步加强幼儿园食堂食品
安全管理，保障在园幼儿食品安
全，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
教委9月3日下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幼儿园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
四个方面提出要求，切实保障幼
儿园食品安全。

《通知》首先要求各区县教
育行政、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充
分认识幼儿园食品安全工作的
极端重要性。

第二是全面落实幼儿园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幼儿园园长
是幼儿园食品安全管理的第一
责任人，幼儿园要成立以园长
为组长的食品安全领导小组，
配备专（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
员，建立健全并执行从业人员
健康管理制度、食品安全自查
制度、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原料控制要求、过程控制要求、
晨检制度、留样制度、食品安全
事故处置方案等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以及食堂财务管理制度、
家长膳食委员会制度。

“每半年至少组织从业人员
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
考核一次，熟练掌握相应食品加
工岗位食品安全要求，确保采
购、贮存、加工等关键环节安全
可控。”市教委相关负责人称，对

相关负责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
行管理责任，导致食物中毒事故
的，将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构
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
要加强幼儿园食品安全教育和
日常管理，督促幼儿园公示并
严格执行“六不准”“九必须”要
求、全面推进“明厨亮灶”工程
建设、定期组织家长膳食委员
会监督沟通食堂食品安全问
题，确保各项食品安全要求落
实到位。各区县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要全面掌握本地区新增幼
儿园情况。

“各区县要将幼儿园食堂的
监督责任落实到人，按每两个月
不少于一次的频率开展日常监
督检查。”该负责人称，对发现的
一般安全风险隐患，要限期督促
整改；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依法
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
送司法机关。

第四，在地方政府统一领导
下，各区县教育、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要全面加强与综治、公安、
市政、规划等部门协作配合，建
立健全幼儿园食品安全保障机
制，完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预案，及时发现和共同解决

“办好学前教育”中的食品安全
问题，切实保障幼儿园食品安
全。

重庆加强幼儿园食品安全监管
每两个月不少于一次日常监督检查

9月14日，在巴南区龙洲湾至李家沱码头长江河段，由巴南区组
建的全市首支“女子无人机巡河队”志愿者正在操作无人机，进行河
道巡逻。 杨铌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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