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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10月
1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主城各大医院了
解到，在前期国家取消抗癌药品关税及
将部分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的基础上，
重庆已有63种进口抗癌药降价，最大
降幅超过一半，让癌症患者得到实惠。

“要不是这次降价，我哪里用得起这
个药！”昨日，在市肿瘤医院病房，52岁
的杨文碧（化名）回忆起刚办完入院手续
取药的情景。她口中的药是一种名为

“赫赛汀”的靶向药物。杨文碧来自开州
区，2012年被诊断为早期乳腺癌，当时，
医生建议她用“赫赛汀”。尽管知道“赫

赛汀”是当时治疗乳腺癌最有效的药物，
但面对一支2万多元的高昂药价，杨文
碧望而却步。

据了解，为减轻癌症患者负担，今年
5月1日起，我国取消了包括抗癌药物在
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
碱类药品等药品的进口关税，而在之前，
国家通过医保谈判的方式，和国际知名药
企协商下调抗癌药物价格，并将36种国
家谈判药品纳入医保，其中近一半为治疗
癌症的靶向药物，“赫赛汀”包含其中。

市肿瘤医院有关负责人告诉重庆日
报记者，根据有关政策，目前院方已将“赫

赛汀”的价格由调价前的2万多元调整为
7000多元，经医保报销后，患者自付费用
大大降低。以杨文碧为例，每隔21天治
疗一次，每支药自付部分只要2000多元。

“这次降价的，多是新兴的抗肿瘤药
物。”市肿瘤医院药学部主任陈万一说，以
该院为例，涉及17种药物，主要是抗癌的
靶向药物，降价比例达百分之十几。

“今年8月底，我们已对平台挂网的
83个进口药品集中开展了价格调整工
作，平均降幅为7.38%，最大降幅超过一
半，其中，有63种进口抗癌药。”重庆药品
交易所有关负责人介绍，这次集中调价，

一年将为患者节省用药成本上千万元。
虽然进口抗癌药价格有所下降，但

依然不便宜。陈万一解释，抗癌药为专
利药品，其研发的周期长，成本高，定价
很高，在国外价格也不便宜。

医改后，所有公立医院药品都施行
零加成销售，也就是按进价销售。专家
认为要进一步推进抗癌药降价，除了持
续推进医保准入谈判、扩大集中采购力
度，把更多的抗癌药物纳入医保报销渠
道以外，还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鼓
励、提升国内药企的研发能力，从根本上
降低药价。

重庆63种进口抗癌药物已降价
最大降幅超过一半

他出身机修钳工，却被称为技改专
家。他从一名只有高中文化的普通工人
成长为精通机修、模具、工装夹具的工程
师，他叫刘勇，重庆宗申航空发动机制造
有限公司样件工程师，2018年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刘勇一辈子都专注一
件事——不断创新，进行技术改造，让设
备装置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从机修钳工做到工程师

刘勇的父母都是工人，他从小在工
厂里长大，对各种机器并不陌生。

1982年，17岁的刘勇进入原重庆柴
油机配件厂，成为一名机修钳工。老师傅
告诉他：“干活，就要讲良心，要认认真真。”

这句话深深地刻入刘勇的心中。他
每天下班后都会到车间转转，琢磨机器
的构造，思考维修中的难题，睡觉前还会
在头脑里“放电影”，把设备的结构和诊
断的细节一遍遍回放。

经过不断的摸索成长，到上世纪90
年代初期，刘勇已经成为机修组年龄最
小的组长、厂里的技术骨干。

但他并不安于现状，2000年，他对
制作模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开始
走上自学模具制作的道路。

2007年6月，刘勇加入宗申集团，
成为一名模具维修工。“宗申有更先进的
技术和更优秀的人才，我平时看书自学，
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有经验的前辈请
教，慢慢地开始能够独立出图、编制模具
开发工艺。”刘勇说。

2010年，公司发现当时生产的一
款摩托车点火系统不太稳定，原因在于
生产环节中缺少一个工装夹具。经过
反复试验，刘勇花了半个月时间研发出
CG125曲轴压装机夹具，解决了这一问
题。目前该设备已经获得国家专利。

此外，刘勇将清洗机的定点式清洗
改进为循环式清洗，提高工效2倍，减
少故障率 80%以上，用水量降低了
60%。“每一次技术改造都像打仗一样，
没有现成的资料，只能在实操中总结经

验，要经历无数次试验、测算和修改。”
截至目前，刘勇先后进行了16次改革
创新，制作的设备装置为企业节约成本
20余万元。

为国产飞行器制造“中国心”

2016年，宗申集团加大产业升级力
度，瞄准航空发动机等新兴制造产业。同
年，刘勇被调往宗申航空发动机制造有限
公司担任航空发动机零部件样件工程师。

“身边的家人和同事都不理解，我

干嘛50多岁了还要再当一次学生，常
常要戴着老花镜查阅各种资料。”刘勇
说，航空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
域，航空发动机更是飞行器的“心脏”。

“给航空发动机制造零部件，要求做到
绝对精确，特别是核心部件的误差范
围，与摩托车发动机零件误差范围相比
要小得多。”

但刘勇把这种压力变为了动力，平
时除了在工作室钻研技术，空闲时间就

“啃”书本。
那段日子里刘勇像着魔了一样，同

事喊他吃饭都听不见，非得站到他身边
推推他，他才能回过神来。

两年来，他参与研发完成C115、螺
旋桨等10余个项目的零部件样件试制
工作。特别是在C115型航空活塞发动
机的开发上，刘勇一直坚持在一线，“我
们经历了缸体防爆、检漏、雨淋等大大小
小数不清的试验，最后保质保量按期完
成了任务。”

2017年6月，国产“太阳之鹰”自转
旋翼机在河南成功实现载人飞行，标志
着该马力段国产航空活塞发动机初步具
备替代进口发动机的能力。而“太阳之
鹰”挂载的正是宗申航空发动机公司
C115型航空活塞发动机，国产飞行器用
上“中国心”。

培养技能型人才
除了技术改造与创新工作外，如今

的刘勇将精力放在了培养人才方面。
2013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重庆市刘勇首
席技师工作室”获得授牌。此外，他还先
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重庆市五一
劳动奖章”“重庆市优秀技能人才”“重庆
市巴南区学术技术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2016年，宗申集团又成立了“刘勇
劳模机修创新工作室”。刘勇把创新工
作室当成了半个家，陆续开展了技能培
训、技术创新、项目研制、质量提升等方
面的工作，有效地提升公司员工整体技
能水平，为企业的高效生产提供了强大
的技术支持。

“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但一群人的能
力则是无限的。”刘勇说，如果能带动一
批人共同创新，才是真正为公司生产提
质增效添砖加瓦。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勇

专注创新 钳工也能成技改专家
本报记者 周尤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宗华
月）10月11日，6位来自文化和
旅游部门的专家组成员与京剧
《天路彩虹》主创人员共聚一堂，
在重庆市京剧团举行了专家座
谈会，针对大型现实题材京剧
《天路彩虹》首演中取得的成绩
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10月10日晚，重庆市京剧
团新创大型现实主义题材剧目
《天路彩虹》成功首演。该剧是
重庆市京剧团近30年来打造的
首部现实主义题材剧目，也是改
革开放40周年献礼剧目。该剧
以筑路和期盼为主要线索，讲述
了一个个平凡的青藏铁路筑路
工人的故事。

湖北省文联原主席、一级编
剧沈虹光表示，《天路彩虹》在剧

情的细节上可以进一步完善，使
人物的性格更加具体、鲜明。

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赵伟
明从舞美和音乐上提出了改进
意见。他说，有风土才有人情，
《天路彩虹》可以在音乐、服装、
配饰等方面融入更多的藏族文
化元素，使整部剧大气中不失诗
意，不失温度。

“专家们从剧本、音乐、舞
美、服装等各个方面为《天路彩
虹》提出了针对性和操作性较强
的建议，我们会积极吸纳这些建
议，进一步提高《天路彩虹》的质
量，将其打造成为一部精品京
剧。”重庆市京剧团团长张军强
表示，下一步，《天路彩虹》将走
进高校、企业、工厂等，听取更多
观众的建议。

《天路彩虹》专家座谈会在渝举行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10月10日，由中国照明学会、鲁
迅美术学院主办，四川美术学院
等协办的第二届中国光艺术设
计大赛在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
闭幕。重庆日报记者获悉，四川
美术学院在本次大赛中斩获19
项大奖，占奖项总数的近1/3。

据了解，本次大赛主题为
“光与生活”，鼓励设计师从生活
中发现光的艺术魅力，多元化表
现光、人、生活、自然环境之间的
关系。大赛收到全国近30所高
校的518件作品，其中有279件

进入复赛，于10月2日至10日
在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

大赛评选出灯光艺术、灯具
造型设计、建筑与环境空间照明
设计3个竞赛单元的各级奖项，
获奖作品体现了光艺术领域的
前瞻性、科技性与创新性。据介
绍，四川美术学院学生冯滔、刘
亮、陈雨的作品《猜影》获得灯光
艺术单元唯一一个一等奖。此
外，该校还有18件作品获得竞
赛的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等
各级大奖，获奖数量占奖项总数
近1/3。

第二届中国光艺术设计大赛闭幕

川美斩获19个奖项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10 月 1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合川区政府获悉，2018国际龙
舟联合会世界杯龙舟赛（以下
简称龙舟世界杯）将于 10 月
19 日到 21 日在合川区举行。
届时，来自中国、澳大利亚、捷
克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龙舟
好手将云集于此，展开激烈角
逐。

据了解，本次龙舟世界杯
是由国际龙舟联合会主办。
作为代表世界龙舟最高水平

的赛事，龙舟世界杯之前已先
后在福建福州和江苏武进举
办。据合川区有关负责人介
绍，选择在合川举行龙舟世界
杯，体现了国际龙舟联合会对
合川的高度认可。为办好此
次龙舟世界杯，合川不仅修建
了专门的龙舟赛道。央视体
育频道也将对此次比赛进行
全程直播。合川区还将在比
赛期间举行新媒体艺术展、
2018 中国嘉陵江垂钓大赛等
活动。

龙舟世界杯19日在合川开赛
本报讯 （记者 吴刚）10月1日起，

新个税法过渡期政策正式执行。10月10
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发现，一些在节前或
月初领工资的企业员工和个人，已经感受
到了政策减税带来的变化。

“以企业人员构成和收入区间来
看，此次个税调整对我们这种工业企业
影响较大。我们公司职工共510人，个
税起征点上调后，将有240人不再需要
缴纳个人所得税，占公司总人数近一
半。若不计惠利大小，此次个税改革惠
及人数超过400人。”鸽牌线缆财务人
员罗安剑介绍。

重庆赛纳科技有限公司的喷漆工人
周晓平说：“之前，虽然我3000元出头的
基本工资不用上税，但为了多挣钱养家，
我每天要加3-4个小时班。加上加班工
资，我的工资就超过了起征点，每个月要
交近40块的税。这次个税起征点调整到

5000元，真正让我尝到了政策改革的甜
头！”

新政策带来的改变除了在劳动
密集型企业效果显著，对于金融行业
及其他企事业单位，影响也非常明
显。

在重庆银行总部任职的薛涛表示，
这个月一发工资，他就迫不及待拿出工
资条进行了比较。在税前工资7028.59
不变的前提下，薛涛上月缴纳了247.86
元个税，而这个月只缴了60.86元，个税
减幅超过75%。

“个税新政的实施，提高了基本减
除费用，我每个月税前收入是9942.54
元，按以前的政策，需要缴纳个税
733.51 元。现在，我每个月只需缴纳
284.25 元个税，真正享受到了实惠。”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邓伟
教授说。

新个税法过渡期政策效应显现

来看看到底省了多少钱

工作中的刘勇。 记者 周尤 摄

10月10日，《天路彩虹》在重庆国泰艺术中心剧院温情上演。
记者 齐岚森 摄

近年来，国网重庆永川供电公司
荣昌客户服务分中心本部党支部始
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理念，
以共产党员服务队为载体，聚焦服务
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以五个突出为
抓手，内强党建工作质量，外塑优质
服务形象，主动作为、真抓实干，不断
提高党支部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
力，时刻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服务
宗旨，彰显央企责任、展塑国网品牌
形象。

一是突出用电成本降低，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该分中心内部建立骨
干党员牵头的“一对多”、“网格化”服
务机构，外部推出“经信委+供电+企
业”三方联合治理机制，坚持降低用
电成本“一户一策”。2018年以来，发
放用电成本指导建议书185份，用好、
用足国家电价政策，帮助荣昌区企业
降低用电成本2220.26万元，得到企
业高度认可和地方政府的充分肯定。

二是突出业扩报装治理，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业扩专项治
理工作，压缩接电时间33.6%。积极
服务荣昌区重点项目，分中心红岩共

产党员服务队率先垂范、分工协作，
做到重点项目专人对接、现场服务、
现场办公，把问题解决在现场、解决
在基层，高效完成格格乐食品、华森
制药增容临电、唯美扩容等项目用电
服务。仅1周时间就完成了盈田置
业临时用电通电，客户黏性有效增
强，在荣昌区营商环境座谈会上受到
与会企业一致好评。

三是突出民生改善，切实服务
人民美好生活。在协助荣昌区清理
农民新村、开发商烂尾楼等涉及稳
定及民生事项过程中，坚持问题导
向，加强沟通、特事特办，涉及供电
事项全部予以解决，本次共清理项
目 16 个，涉及供区群众 1500 余
户。同时深化“五进”活动，为900
多户用户提供“爱心卡”等服务，为
农村学校捐赠100套书包和学习用
具，免费为8户贫困户修缮室内线
路，为23人提供10000元扶助，助
推脱贫攻坚战。

四是突出重大活动保电，服务安
全稳定大局。以服务队为载体，从物
资、流程、信息、预案等方面规范突发

停电应急处置流程，创新党政机关、
学校、医院等重要客户和安全高危单
位客户侧保电“两图一表”现场上墙
做法，春节、两会、高考、中考等13次
重特大保电实现万无一失，先后4次
获荣昌区主要领导批示肯定。

五是突出电网建设，确保电力可
靠供应。促进110千伏广顺输变电
项目提前5个月竣工投运，保障园区
用电。紧盯“永荣自供区改造移交”、

“小康电示范县建设”等攻坚任务，开
展规划、市政、交通、阻工等属地协调
40余次，项目顺利推进。

在国网重庆永川供电公司党委
的统一领导下，该分中心结合供区实
际，狠抓党建工作，积极服务地方政
府和辖区群众，深受各界好评，先后
获得国网系统和地方政府多项荣
誉。该分中心营业班荣获国网公司

“先进班组”称号，分中心获得荣昌区
“实体经济发展深化年”活动突出贡
献奖，服务队队长荣获国家电网红岩
共产党员服务队优秀队长、重庆市五
一劳动奖章。

陈维刚 秦春

国网重庆永川供电荣昌客服中心本部党支部

以五个突出为抓手 打造良好品牌形象 今年完成电网建设投资2611万
元，改造10千伏线路48.92公里，新
增、更换变压器25台、4100千伏安，
新建和改造低压线路108.74公里，涉
及群众3438户……

这是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酉阳
供电公司今年对酉阳县浪坪乡电力脱
贫攻坚工作中交出的答卷。

在市电力公司的统一部署下，
在浪坪乡电网建设改造中，酉阳供
电公司工程管理部门每月督查施工

进度、质量、安全，物资部门加强上
下沟通、保障材料供应，监察部门走
访调查政策宣讲和有无向群众乱收
费、吃拿卡要等问题，保证了电网工
程规范有序实施。今年1－9月，该
公司免费为浪坪乡群众办理移表6
户，完成了6户贫困户通电，实施完
成村村通动力中心村建设项目3个，
消除电力安全隐患30余处，对“五保
户”实行减免电费，为“五保户”、“无
电户”无偿提供用电帮助等。

据悉，今年10月底，浪坪乡电网
建设改造工程将全面竣工。届时，该
乡的电能质量将实现“上档升级”，让
群众“用上电、用好电、好用电”。

在近日召开的酉阳县浪坪乡电
力扶贫调研座谈会上，重庆市电力公
司、酉阳供电公司在浪坪乡脱贫攻坚
工作得到市总工会相关领导充分肯
定：高标准、高质量开展电力扶贫工
作，电网建设改造工程是样板工程、
加分工程。 郑康明

酉阳电力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控规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项目名
称：重庆市主城区李家沱鱼洞O分区

O24-2/04、O24-3/04地块控规一般
技术性内容修改方案公示

行政辖区：巴南区
申请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单位：

重庆市渝兴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公示时间：2018年10月14日至
2018年10月20日

公示地点：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
息网站、巴南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

咨询电话：023-66227071

城乡规划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