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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市卫生健康委传来
喜讯，綦江区以958分的高分，成功
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区”。

在这一荣誉的背后，则是两年来
綦江区始终坚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
先发展地位，紧紧围绕健康建设，不
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大力改善
群众就医环境，努力为全区人民提供
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能够成功创建全国健康促进
区，充分说明綦江在为群众提供健康
服务方面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向
全民共享优质医疗健康服务目标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綦江区卫生健康
委相关负责人说道。

推行健康素养养成行动
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去年11月7日下午4时59分，綦
江区妇幼保健院四楼手术室传来清
脆而洪亮的婴儿啼哭声，伴随着这昭
示新生命到来的啼哭，“熊猫血”产妇
伏女士的宝宝顺利出生，母子平安。

26岁的伏女士家住綦江区隆盛
镇，她是RH阴性血，是非常稀有、罕
见的血型，又被称为“熊猫血”，在生
产过程中，如果出现意外需要输血的
话，血源会比较困难。

为应对产妇生产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风险，綦江区妇幼保健院制定了
应急预案，并通过RH阴性血QQ群

联系了数名献血志愿者做好献血准
备；在生产手术中，由经验丰富的产
科主任医师主刀。经过35分钟的紧
张手术，伏女士顺利生产，母子平安。

“这是我们‘一对一’追踪管理高
危孕产妇所采取的其中一种措施。”
綦江区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提升全民健康水平，綦江区推行了
健康素养养成行动，对各类人群进行
分类施策，针对一般人群大范围广泛
开展健康巡讲，深入推进健康梦想课
堂“五进”活动，开展“健康中国行
——合理膳食”、“三减三健”、“科学
健身”等专项行动。

对妇幼群体，扎实推进农村妇女
两癌筛查、生殖健康检查，投入57万
元对贫困两癌患者实施医疗救助；实
施免费婚检、孕前优生检查等五大举
措，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设置“2+4”
产科诊疗中心，投入500万元升级产
儿科设备、增设床位97张，“一对一”
追踪管理高危孕产妇，建立市-区-
镇三级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绿色通
道；在大型商场、车站、市民中心等公
共场所建设母婴室10个，增强妇幼
服务能力。

此外，对传染病群体、重型精神
病患者群体、老年人群体、贫困人口
等特殊重点人群，綦江区也采取系列
措施，保障其就医和健康服务。通过
这一系列措施，綦江区健康素养水平
达16.9%，较开展创建前提高5.08个

百分点。

推行健康环境打造行动
改善群众就医环境

綦江中医院、綦江妇幼保健院新
院即将建成投入使用。群众最关心
的看病、生孩子等，有了更好的去处。

“提升群众的生活和就医环境，
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的重要一环，也是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的基础。”綦江区卫生健康委相关负
责人说，因此，綦江将健康医疗设施
的完善作为了重中之重，大力推行健
康环境打造行动，使群众就医环境越
来越好。

在提供更加舒适的就医环境方
面，綦江区投入8.7亿元实施区中医
院、区妇幼保健院整体迁建和区人民
医院新门诊及住院大楼新建，投入
2210万元规范基层医疗机构建设，街
镇卫生院标准化率达100%，标准化

村卫生室覆盖率为88%。
同时，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以医

联体建设为抓手，引进重医附一院对
口帮扶区人民医院，推行分级诊疗、
双向转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多种
模式，促进优质资源下沉。开展医疗
机构环境提升行动，院区吸烟、院容
院貌、医疗废弃物、“四害”防治等重
点问题得到明显改善。

綦江区还大力普及健身场地，整
治城乡人居环境，并在机关、学校、医
院、企业、商场等公共场所全覆盖实
施控烟行动。据统计，现今綦江成人
吸烟率为20.83%，较创建前下降6.87
个百分点。

推行健康细胞培育行动
让群众养成健康习惯

要实现全民健康，就得从小事做
起，从改变群众的日常生活习惯开
始。为此，在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区”
过程中，綦江区大力推行健康细胞培
育行动，让群众逐渐养成良好的、健
康的生活习惯。

“在全区121个机关、103所中小
学、50家医院、12家企业、381个社区、
201个家庭，我们都开展了健康细胞
创建。”綦江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机
关方面，綦江每年开展职工健康体检，
全面落实工间操制度，卫生应急救护
培训广覆盖，77%的机关达到创建评

估标准；学校方面，设置健康教育课
程，落实60分钟阳光体育、10分钟眼
保健操，各校结合实际开展特色创建，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全区98.34%以上
的学生体质达到合格以上等级，
53.4%的学校达到创建评估标准。

在医院方面，綦江区卫生健康委
指导医院根据疾病种类制作个性化
健康教育处方，对门诊、住院患者和
重点人群全面开展个性化健康教育，
全力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中医
养身馆建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
做实。据统计，全区54%的医院达到
创建评估标准。

此外，在企业方面，綦江区以职
业防护为重点，举办健康知识讲座，
落实职工体检，着力打造良好的健
康工作环境和职工业余健身场所，
25%的企业达到创建评估标准；在社
区方面，广泛增加锻炼场所和器材
配置、阅览室，组建秧歌队、太极拳
等业余团体丰富健康生活，联惠社
区的“智能社区”、安育村的“市民学
校”、中峰社区的“老年人照料中心”
深受百姓喜爱，27%的社区、村达到
创建评估标准；在家庭方面，添置体
重秤、控油壶等健康支持性工具，多
形式普及日常健康知识，逐步养成
定期不定期体检习惯，自觉打造健
康家庭环境，100户家庭达到创建评
估标准。

贺娜 刘廷

成功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区

綦江努力为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即将投入使用的新中医院 摄/陈星宇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1月25日，人民银
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发布《2018年重庆市金融运行
简况》。数据显示，2018年，重庆市货币信贷和社
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民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有
效改善。

截至2018年12月末，重庆市私人控股企业贷
款余额达4749.5亿元，同比增长5.8%；普惠口径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678.5亿元，同比增长11.1%。

2018年，重庆各大金融监管部门出台《深化民
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项行动方案》，围绕7大领
域全面推出18项金融服务专项行动；同时，还开
展了千户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大走访行动，并精准
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做好民营、小微
金融服务。

另外，2018年，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覆盖的
行业和区域不断扩大，为重庆乡村振兴、脱贫攻
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重要战略的实施提供了
有力支持。

据统计，去年重庆市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额达
916.97亿元，同比增长29.55%；银行间市场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和金融类债券融资覆盖的区县
达到24个，惠及的行业达到12个，主要包括医药、
机电等制造业，水、电、气等公用企业及交通运输、
批发零售、文化、租赁等第三产业；截至2018年末，
全市在银行间市场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和金融类债券的各类主体已达到137家。

数据还表明，2018年，重庆市跨境人民币结算
总额达923亿元，同比增长16.6%，有力支持了重
庆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重庆私人控股企业
贷款余额超4700亿元

同比增长5.8%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通讯员 刘辉）1
月3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梁平区农委获悉，日前，
该区向回龙镇双龙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发放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证书上注明了该合作
社拥有的全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这是重庆首批
颁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书，标志着我市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有了自己的“身份证”，成为正式的市场
主体。

梁平区农委主任陈泽田介绍，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是特别法人，是农村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主体。
有了统一的“身份证”后，意味着村集体经济组织就
可以办理公章刻制、开设银行账户、从事经营管理
活动，更好地发挥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发
展集体经济、服务成员的作用。

据介绍，双龙村自2016年起，成立了双龙村股
份经济合作联合社，2680名村民携3915亩土地入
股，先后发展起花椒、春见柑橘等经济作物，为集体
经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去年，联合社又与某企业
合作引入青花椒自动化加工生产线，今年内将正式
投产，可实现年加工花椒1000余吨，每年可增加集
体经济经营性收入10.5万元以上。

双龙村村支部书记肖正平表示，合作联合社有
了“身份证”后，可以正式通过组织法人、市场主体
的形式，与产业链伙伴及其他组织进行深入合作，
还能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获得相关政策、融资等方面
的支持，并督促集体经济管理者更加规范、科学地
运作，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给村民带来更多红利。

陈泽田介绍，接下来，该区将逐步对全区318
个已完成产权制度改革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放
登记证。

梁平颁发首个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近日，大
渡口区翠湖龙庭小区的3部老旧电梯
改造工程全面完工，300多户居民告别
爬楼梯。

翠湖龙庭小区是一幢始建于2000
年初的27层老楼，也是大渡口新山村
片区最大的一栋单体楼，有住户1200
多人。楼内3部电梯的“梯龄”已近20
年，时常发生关人、急坠、中途停运等
故障，给居民增添了不少烦恼。

去年，了解到大渡口区财政可为
小区电梯改造补贴25%资金，小区居
民向社区提出申请，随后电梯整改公
司在社区、居民代表、物业的监督下进
场施工。

据悉，大渡口区在2018年共计改
造电梯43台，惠及7个小区的17500
人。

20年老旧电梯完成改造

300多户居民告别爬楼梯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讯员 马君
如）1月30日，南川大坪—黄泥垭隧道通车
了，两条隧道总长约5公里，使该区南部山区
到城区的路程缩短了11公里，车程缩短了半
个小时，大大方便了15万群众的出行。

南川的地形大致分为三个板块，其中
北部丘陵地带紧接重庆主城，交通便捷；
中部槽坝地带是南川城区所在地，地势较
为平坦，交通发达。唯独南部山区山高坡
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难度较大，群众
的出行是一道难题。

“过去，南部山区5个乡镇的15万群

众到南川城区，主要依赖于龙金路。弯多
路窄，少则需要1个多小时，多则3个多小
时，尤其是最高处黄泥垭海拔超过1400
米，每年都有一个多月的结冰期，严重影
响了南部山区居民出行。”南川区交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
为彻底解决群众的出行难，打通南部

片区乡镇发展通畅拓宽经济通道，尤其是
带动避暑度假旅游产业发展，从2014年
起，南川区开始修建大坪—黄泥垭隧道工

程。大坪—黄泥垭隧道是两个独立隧道，
其中黄泥垭隧道全长3492米，大坪隧道
全长1595米，中间有200米的公路串接。

“隧道是单道双通，限速40公里/小
时，摩托车、货车、小轿车均可通行。”该负
责人说，为防止车辆超速和变道，两个隧
道内安装了10个监控器。此外黄泥垭隧
道和避难通道之间还留有4个车行通道和
10个人行通道，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在最短
时间内疏散车辆和人流。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出隧道
的车辆络绎不绝，隧道内灯火通明，地面
上的标志标线清晰明了。“以前从这个方
向进入南部片区乡镇，全是盘山公路，冬
天常常有大雾，有一段时间道路还结冰，
现在隧道通了，我们进城的路好走了，安
全了，时间也缩短了半个小时。”当地居民
韦一红激动地说。

“相信2019年夏天，我们将迎来避暑
高峰。”金山镇党委书记程良乾说，金山镇

“守着”金佛山的南大门，具有海拔、气候
优势，有发展避暑经济的潜力。隧道的开
通，无疑为该镇2019年的避暑经济发展
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目前，南川正在对隧道连通的金山、
头渡、德隆、合溪等乡镇道路进行改扩建，
畅通金佛山南大门进入通道。

南川大坪—黄泥垭隧道通车

15万群众进城时间缩短半小时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1月29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了解到，该区在全市率先将智能控
制汗渗管灌溉系统技术运用于团结路口堡坎绿化提质项
目中，打造可定时喷水的生态绿化墙。

九龙坡区团结路立体绿化项目总面积1200平方米，
种植了佛甲草、蓝辉石竹等30多种植物，埋藏了3000多
米长汗渗管。智能灌溉系统通过电磁阀控制汗渗管的喷
灌时间和喷水量，实现定时控制、定点浇水。目前，团结路
两边的生态绿化墙冬季每12个小时自动浇水一次，夏季
每3个小时浇水一次。如果按照每天派出两个工人给花
草浇水计算，团结路立体绿化项目采用智慧灌溉系统后，
一个月可节约60个（次）人工。

自动浇水设备呵护花草成长

本报讯 （记者 黄乔）1月31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悉，从今年
1月1日起，我市上调工伤待遇，最高涨幅
为月増300元。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调整
范围包括我市各类企业、机关、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
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单位）和有
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且符合以下2个条件
的工伤职工和工亡职工供养亲属：一是
2018年12月31日前应按规定领取伤残津
贴，2019年1月1日以后仍符合按月领取

伤残津贴的工伤职工；二是2018年12月
31日前应按规定领取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
恤金，2019年1月1日以后仍符合按月领
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工亡职工供养亲属。

该负责人介绍，伤残津贴为：一至四
级每人每月分别增加300元、280元、260

元、240元。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为：
配偶、孤寡老人和孤儿每人每月增加120
元；其他亲属每人每月增加100元。另
外，用人单位未安排工作的五、六级工伤
人员，用人单位应当为其增加伤残津贴，
每人每月增加额不得低于180元。

重庆上调工伤待遇 每月最高涨幅300元

本报讯 （记者 张莎）刷脸取纸、
扫码开门，便后无需用水冲洗，却能保持
干净清新，无污染排放……这样的厕所，
你见过吗？1月31日，我市首座智能无
水生态公厕在建川博物馆开放试运行，
用先进的微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加速“厕
所革命”。

重庆日报记者见到，与普通冲水式厕

所相比，新型公厕拥有不少新特点。它打
破了传统水冲式厕所处理粪便的机理，采
用源分离技术将粪尿完全分离，利用经过
筛选、复壮、驯养后的无害微生物菌种对
排泄物进行生物降解，便后无需用水冲
洗，可节约大量水资源。

智能无水生态厕所也是一座“有机肥
料收集器”，经生物发酵后的粪便可制成

优质有机肥或营养土，用于种植各类树木
花草及农作物，能起到改善土壤板结，增
加肥效的功能；收集的尿液经尿液生产处
理厂加工后制成液态复合微生物肥料，实
现资源循环再利用。

该公厕还投用了国内首个利用物联
网技术实现公厕智能管理及运用的互联
网云平台，该系统可以让如厕者通过手机
一键寻厕、扫码开门、提供尿液检测及健
康咨询服务等，同时实现对公厕运营的随
时监控，实时掌握城市公厕布点情况、如
厕人数、卫生情况等。

重庆首座智能无水生态公厕试运行

推 动 民 营 经 济 高 质 量 新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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