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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找个离家近服务又好的养老机
构，84岁的祝玉彬老人兜兜转转找了
十几年。今年，重庆市社区养老千百工
程的实施，让她终于得偿夙愿。

离家只有2公里，即便住在社区养
老服务中心，她也可以随时回家看看，
她说，从养老中心到家只隔着“一碗汤
的距离”。

“养老，还是离家近点好”

中等身高、齐耳短发，当祝玉彬
老人步履稳健地迎面走来时，重庆日
报记者很难相信眼前是一位84岁的
老人。

“从家到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坐
公交车就两站路，这种才叫‘家门口
的养老’。”10月12日，在渝中区上清
寺凯尔慈佑养老服务中心里，祝玉彬
老人坐在沙发上悠闲地说。

祝玉彬老人几个子女均事业有成，
家里没什么要操心的事。唯独对于晚
年生活，她觉得有些烦恼。

十几年前，老伴去世后，她在子女
家住了一段时间。由于生活习惯上的
差异，祝玉彬觉得有点不自在。

“我就和一些老姐妹们商量，想找
个养老院试试。”祝玉彬坦言，她们这一
群老人因为不存在经济和家务事的限
制，当初本是抱着一种尝鲜的心态去
的。

“前前后后尝试了不少养老院，既
有公办的也有民办的。”但十几年前，重
庆的养老机构大多比较偏远，并且条件
也有限。

“我们老年人喜欢安静，但太安静
又不自在；喜欢热闹，但太热闹又嫌吵；
想和老人们一起耍，但离家太远又觉得
老是惦记。”祝玉彬将老年人的心态总
结得入木三分。

于是，祝玉彬和她的老姐妹们挑挑
拣拣试了不少养老院。但这种挑拣的
轨迹，明显呈现出一个很有趣的趋向，
即离家越来越近。

6年前，她选择了一家位于江北黄
泥塝的养老机构住了下来，主要的原因
就是“在主城，离家近”。

“老年人养老还是离家近点好！”祝
玉彬颇为感慨。

天天去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守工地”

“我是第一个在这家老年公寓报名
的老人。”说起年初时做的决定，祝玉彬
老人颇有些得意地笑了，“因为这里可
以真正做到养老不离家。”

原来，祝玉彬的家住在渝中区七星
岗，距离重庆凯尔慈佑养老服务中心只
有2000多米，坐公交车两站路，走路只
要二三十分钟。

“我现在天天都可以爬枇杷山、逛
文化宫、看大礼堂，经常都会遇到熟人，
这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确实很方便。”祝
玉彬掰着手指细数每天的生活安排。

“我是这里唯一和当初建设的包工
头都熟悉的入住老人。”祝玉彬回忆起

这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还在动工装修
时，自己专门跑来“守工地”的情景。“我
要盯着他们做工程，还要看他们用的
装修材料是不是环保。”因为离家近，
祝玉彬那时没事儿就往工地跑，时间
久了不少工人都认识了这位老婆婆。

不仅如此，祝玉彬还找来很多资
料，研究重庆市养老政策，以及环保装
修的注意事项等。

“通过收集各种信息，我才晓得，重
庆要搞一个社区养老的千百工程。”祝
玉彬忍不住点赞：“不得了不得了，3年
时间，建1000个社区养老服务站，100
个市级示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这是真
正的民心工程，我们老年人绝对赞成！”

有趣的是，当老人得悉这个消息
后，很快又紧张起来，“当时就想，那我
天天去守工地的这个地方，将来到底是
养老服务站还是市级示范服务中心
呢？”

“祝婆婆，搞了半天您当时就是为
了这个事，天天跑来问我啊？”凯尔老年
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吉果，恍然
大悟地插话说。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嘛。”祝玉彬笑

着拉过曾吉果的手说：“就算你们是社
区养老服务站，我也要住。毕竟，我义
务守工地都守了大半年嘛！”大家忍不
住都笑了起来。

社区养老实现“一碗汤的距离”

今年8月1日，重庆凯尔慈佑养老
服务中心试运营，祝玉彬第一个搬了进
来。

“你问我当时啥子感觉？两个字：
安逸！”祝玉彬随手一指，以略带夸张的
俏皮语气说：“你看这大厅像不像宫殿，
这书画室是不是古色古香……”

一旁的曾吉果连连摆手：“祝婆婆，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祝玉彬却很认真地说：“这里真的
不错，最重要是实现了我多年来的愿望

‘养老不离家’。”
事实上，该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总面

积1810平方米，内设床位有60余张。
书画室、康复理疗室、多功能活动室等
功能区域一应俱全。而中心旁边，就是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

“养老院是按照市级示范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标准打造的。”曾吉果介绍，与

社区养老服务站不同，该中心会与市、
区县级医疗机构建立联动机制，开展跨
区域的康复保健、家政服务、短期托养、
长期照护、精神关爱、心理疏导等综合
性养老服务。

“我们希望打造老人的中短期托养
服务、日间照料、居家照护‘三合一’的
综合性服务模式。”曾吉果表示，作为一
所“民办公助”的社区养老机构，将努力
实现食、住、娱、医、养、护一站式养老服
务，“与一般养老机构不同的是，我们希
望真正打造能实现‘一碗汤的距离’的
养老机构，满足老人们家门口养老的心
愿。”

祝玉彬闻言，重重地点头说：“住了
这么多年的各种养老机构，这种养老方
式我个人觉是最好的方式！”周围的几
位老人也点头附和。

现在，祝玉彬还动员了姐姐和姐
夫，让他们也一起住进了这个养老中
心，实现了家庭的团圆。

“归根结底，我们都得感谢这个时
代，感谢重庆市推出的这个社区养老千
百工程，这么快就实现了我的夙愿。”祝
玉彬动情地说。

为实现家门口养老的愿望，八旬老太曾天天去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守工地”

从养老中心到家只隔“一碗汤的距离”
本报记者 商宇 陈波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
庆主城首条临江自行车道，预计下
月底建成。10月15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巴南区城市管理局获悉，这
条临江自行车道位于巴滨路“樱花
漫步”亲水平台与花溪河长江入口
南岸之间，全长约10公里。

这条临江自行车道上月开工，目
前工程已经完成三分之一，预计下月
底全面建成。建成后车道宽4米，路
面为红、绿色环氧树脂，这种具有弹
性的路面非常适合市民骑行、跑步。

不仅如此，市民在这条自行车
道骑行、跑步，不但可以观赏江景，
每个季节还能欣赏不同花木。“春
有樱花，夏有香樟遮荫，秋季桂花
飘香，冬季腊梅盛开。”巴南区城市
管理局人士介绍。

主城首条临江自行车道下月建成

巴滨路10公里骑行等你体验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市
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五
支队近日透露，重庆高速公路微信
定位报警功能在渝西片区高速公
路（高速公路第五支队范围内）试
用，主要用于高速公路交通事故报
警、故障车辆求助报警。

据介绍，通过微信定位报警，执
法部门可第一时间获取报警人的微
信定位快速出警，避免报警人需拨
打多个电话或者对所在高速公路具

体位置不清楚而耽误救援时间。
具体操作：关注“重庆市交通

行政执法总队微信”公众号。在
“业务指南”里点“一键报案”，进入
高速公路第五支队定位报警界面，
点击“定位报警”，提示地理位置授
权，点击“确定”同意获取位置信
息，在空白框内输入报警人电话号
码以便执法部门及时与报警人取
得后续联系，点击立即报警按钮拨
打高速执法部门电话即可。

渝西片区高速公路可用微信定位报警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日
前，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理财业
务监督管理办法》，将商业银行发行
公募理财产品单一投资者销售起点
金额由5万元调低至1万元。重庆
日报记者10月18日走访市内多家
银行网点发现，各大银行已纷纷将
部分理财产品最低认购金额下调至
1万元。这意味着，市民投资银行理
财产品的门槛真正降低了。

从目前各大银行在售理财产

品来看，投资者购买起点金额调整
为1万元的有很多。其中，仅农业
银行的理财产品就超过40款，产品
类别涵盖了现金管理类、股票指数
挂钩类、白糖和黄金期货挂钩类、
法人专属类理财产品及外币理财
产品。此外，交通银行、招商银行、
工商银行，也分别有20多款、近20
款和8款理财产品的投资门槛降到
了1万元。后续，各大银行还会陆
续下调更多理财产品的投资门槛。

银行理财产品门槛降低

市民1万元也可买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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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商宇 陈波）10月
1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
我市正在推进的社区养老服务“千百工
程”，社区养老服务站已建成144个，示
范中心已确定30个，年底将建成20个。

我市已规划了“老有所养”专项
发展体系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
体系两大体系，提出：到2020年，全市
养老服务床位达到23万张，新增社会
办养老机构100家，推进100所乡镇

敬老院开展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新
增社区养老服务站1000个，市级示范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100个，政府运营
的养老床位数占养老床位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50%，护理型床位数占养老
床位总数的比例不低于30%，养老机
构 提 供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能 力 达 到
100%。

重庆已建成144个社区养老服务站

➡10月18日下午，渝中区“情满九月九，孝善在渝中”敬老志愿服务活动
在鼓楼小学启动，上百名志愿者为现场的200余名社区老人送去了陪伴与关
爱。接下来的20天内，该区志愿者将走访500户老人，开展集体生日会、聊天
陪护、义诊等服务活动。 （记者 汤艳娟 实习生 毛双）

渝中启动敬老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10月
1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首届“长江-莱
茵河”新生儿围产期医学论坛上获悉，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将与德国马格德堡
大 学 格 哈 德·贾 达 夫（Gerhard
Jorch）教授合作，用两年时间在该院打
造德国标准的I级围产中心及新生儿科
研平台。

围产医学是从妊娠确诊起对孕妇

和胎儿进行监护、预防和治疗的科学，
包括妇产科学、儿科学、重症医学等多
学科的综合运用，也是衡量一个国家、
地区医疗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国
内，一般对于孕周28周以上的胎儿有
把握接生，但28周以下则基本建议放
弃。但在德国，24周以上的胎儿则是
可以出生的，因为其拥有德国 I级标
准围产医学中心，也是德国最高等级

的围产中心，其对体重1000克以下超
低体重儿的救治率几乎达到了百分之
百。

据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张华介绍，在
国内，很多有产科的医院并不具备救治
新生儿的条件，因此遇到早产儿或者预
判断产儿体重极低等情况，一般都是分
娩之后立刻转诊到当地儿科医院进行
后续治疗，要么需要在医院新生儿ICU

与产科之间转运，这样的后果就是，在
转运过程中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造成
新生儿的健康再次受到影响。

格哈德·贾达夫教授是德国乃至
欧洲著名的新生儿、小儿学专家，此
次市妇幼保健院和他合作，就是为了
在全国率先打造出无缝衔接的高水
平围产中心。

张华介绍，这个围产中心将产房、
产科手术室、新生儿ICU尽量放在同一
个平面空间，并且相互紧邻。转运平台
配备有生命支持设备，早产儿一出来，
其体温、湿度等都会24小时保持最舒
适的状态。另外，中心还将采购早产儿
专用的核磁共振以及采血设备等。

重庆将打造全国首个德国I级标准围产中心
新生儿救治将更有保障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讯
员 刘银）10月18日，2018年中
国经济林协会油橄榄分会年会在
奉节县举办。会上，奉节获授“中
国经济林协会油橄榄研究基地”称
号。重庆日报记者获悉，奉节将以
此为契机大力发展油橄榄产业，力
争到2020年种植20万亩油橄榄，
鲜果产量达到5000吨。

油橄榄是奉节林业产业的
四大主导产业之一，自上世纪
70 年代引种实验开始，如今全
县油橄榄种植面积已达 13 万
亩，是群众致富的“摇钱树”。尤
其是 2017 年以来，该县财政累
计统筹资金 1.2 亿元，专项用于
油橄榄基地建设，重点用于配套

基础设施、种苗价格补贴、管护
补助、技术服务等方面，产业化
发展态势良好。

奉节县林业局产业科相关负
责人表示，截至目前，该县已有油
橄榄企业52家，其中大户9家。
去年，该县油橄榄挂果3万余亩，
共收购鲜果1633吨，实现综合产
值4800万元，涉及种植农户5560
户近2万人，带动上万贫困群众脱
贫增收。

“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
继续大力发展油橄榄产业。”该负
责人说，预计到2020年全县油橄
榄种植面积将达到20万亩，挂果
面积8万亩，其中3万亩进入盛产
期，鲜果产量有望突破5000吨。

奉节获颁“油橄榄研究基地”称号
将发展20万亩油橄榄，鲜果产量有望突破5000吨

快读

▶10月12日，重庆凯尔慈佑养老服务中心内，老人们正在工作人
员的陪护下读报、休闲。 记者 齐岚森 摄

▲10月12日，重庆凯尔慈佑养老服务中心内，84岁的祝玉彬老人
正在练习书法。

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
渝地监告字[2018]26号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对以下宗地予以公告以接受社会监督，公告时间为2018年10月19日9:00－2018年10月23日17:00。公告期结束后，原土地使用权人须在2018年11月6日前缴清应补缴地价款。若有疑问，请与重庆市国土资源利用事务中心联系。电话：63654101、63654102、63654105
（FAX），联系人：朱先生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序号

X18309

土地位置

大渡口组团N分区N23-1、N23-3-1、N23-
3-2号宗地

规划用途

原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其他
服务设施用地

现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其
他服务设施用地

土地面积（㎡）
原面积

87721

现面积

87721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筑规模（㎡）
原规模

255971.28

现规模

293080.43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或计容规模（㎡）
原规模

216143

现规模

216143

应补交地
价款金额
（万元）

0

原土地使用权人

重庆联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调整依据

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计容规模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比
例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37109.15平方米（车库35651.68平方米、架空转
换层等660.37平方米、设备用房797.1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

X18310

X18311

X18312

江北区溉澜溪组团G分区G08-4/02、G11/
02、G09-4/03、G12-1/02、G13-1/02号宗地

九龙坡区西永组团O分区O03-7/01地块

北部新区高新园K23号地块（原渝北区人和镇
九龙湖1号地块）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
用地、商务用地

车库、配套设施

商业

二类居住用地、商
业用地、商务用地

车库、配套设施

商业

282392

9426

4414.8

282392

9426

4414.8

1454791.1

33849.44

41184.85

1608558.49

33849.44

42612.84

1237208.9

/

/

1237208.9

/

360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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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溪畔置业有限
公司、重庆葆翔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金凤电子信息
产业有限公司

重庆威灵顿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

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总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
用途比例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217582.2平方米（其中车库144500.68平
方米、8630.83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该宗地为经济适用房项目，现已竣工验收，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将项目中不计容建
筑面积33849.44平方米（车库33712.5平方米、配套用房136.94平方米）分摊的土
地使用权取得方式由划拨调整为出让，补缴地价款。

该项目已竣工验收，根据竣工房测报告，建筑面积增加1427.99平方米（其中不计
容设备用房1264.84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不计容商业163.15平方米补缴地价
款。

X18313

X18314

X18315

巴南区李家沱组团G分区G14-2/03、G15-
3/03、G16-3/03号宗地

巴南区李家沱分区B-15-1/03、B-15-4/04
号宗地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L分区L29-3/03、L29-4/
03、L32-1/03、L34/03、L48-5/03号宗地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
用地

二类居住、商业金融
业用地

商业用地、商务用
地、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商
业用地

二类居住、商业金
融业用地

商业用地、商务用
地、二类居住用地

179607

6554

206126

179607

6554

206126

419754

16521.4

619572.44

536090.99

28665.21

654300.54

419754

16521.4

486390

419754

16521.4

4863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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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碧金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金足玖福置业有限
公司

重庆金科宏瑞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
途比例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116336.99平方米（其中车库106583.09平方
米、配套设施9753.9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

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
途比例转换；新明确不计容规模12143.81平方米（其中车库7420.29平方米、配套
设施907.47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
途比例转换；新明确不计容规模34728.1平方米（车库32477.15平方米、配套设施
用房2250.95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

X18316

X18317

X18318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R标准分区R27-1/03、
R24/03号宗地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R标准分区R20-3/03号
宗地

南岸区5桂石片区5、6号地块

研发用地

研发用地

商业、居住用地

研发用地

研发用地

商业、居住用地

21029

28671

328307.3

21029

28671

328307.3

21029

28671

1100000

45936.97

62000.44

1100000

21029

28671

/

37905.75

50032.31

/

3887

5206

7708

重庆西永微电子产
业园区开发有限公

司

重庆西永微电子产
业园区开发有限公

司

重庆阳光壹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该宗地已全部竣工验收，根据房测报告，计容建筑面积增加16876.75平方米（办
公）；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 8031.22 平方米（车库 4081.3 平方米、设备用房
3949.92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该宗地已全部竣工验收，根据房测报告，计容建筑面积增加21361.31平方米（办公
21327.71平方米、消防控制室33.6平方米）；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11968.13平方
米（车库7002.22平方米、设备用房674.78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
款。
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总建筑面积未增加，计价建筑面积
增加443385.4平方米，同时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换，补缴地价款。

新闻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