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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重庆物联
网专用通信网络建设取得重大进展。2
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通信管理局
获悉，截至2018年末，全市已建成NB-
IoT（窄带物联网）基站2.3万个，基本实
现城乡广域覆盖。

物联网被视为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下一个新技术浪潮。NB-IoT网络具有低
功耗、强连接、深覆盖、高安全的优势，可为
用户提供安全、高效的物联网专用通道。

2018年，重庆将打造NB-IoT精品
网络列入了市通信管理局编制印发的《重
庆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三年行动

计划（2018-2020）》中。在此基础上，加
快布局NB-IoT网络建设，大力推动物联
网应用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据了解，截至2018年末，全市物联网

用户已达到 1256.5 万户，同比增长
53.3%。物联网已广泛应用于远程抄表、
车联网、智能公交、智慧农业、船舶监控、
环境监测及智慧教育等诸多领域。同时，

在重庆落地的中国移动OneNET物联网
开放平台，已支撑行业领域超过23个，设
备连接数超过8000万，并为超过10万的
企业和开发者提供帮助，有效促进了物联
网生态发展。

业内人士表示，有了NB-IoT网络
后，重庆信息通信业将能够最大程度满足
用户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能安防、智
能交通和智能家居等领域旺盛的连接需
求，为重庆物联网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同时，未来，NB-IoT网络还能作为
5G组网的有机组成部分，为5G在重庆物
联网领域的商用打好基础。

重庆窄带物联网基本实现城乡广域覆盖
应用于车联网、智能公交、智慧农业、智慧教育等领域

2月24日，重庆当代力帆足球俱乐部
斯威足球队在重庆奥体中心举行2019中
超新赛季启动仪式，宣告球队正式踏上新
一季中超联赛的征程。

放走刘宇、隋东陆，引进蒋哲、阿德里
安等多名实用型球员、建立U13等5支后
备人才梯队、喊出“青春风暴，红色启程”
的赛季口号……在刚刚结束的赛季间歇
期，重庆斯威可谓动作不断。

然而在大牌球星抢滩中超，中国足协
又相继出台“投入帽”“工资帽”等背景下，
上赛季最后阶段才保级成功的重庆斯威，
新赛季如何应对，如何在夹缝中求突破？
24日的启动仪式结束后，重庆日报记者
采访了俱乐部相关负责人。

引援
悄然之间完成“年轻化”

放走刘宇、隋东陆、塞巴，引进阿德里
安、杨帅、蒋哲。相比于去年的引援，今年
重庆斯威的引援工作可以说在提升球队
整体实力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完成了新
老交替。

“与离队球员相比，此次加盟球队的
球员不仅能力更强，同时也更加年轻。”重
庆斯威主教练小克鲁伊夫表示，近几年重
庆斯威虽然陆续引进了一些球员，但受限
于多种因素，球队主要还是以当初冲超球
员为骨干，球员年轻化进程比较缓慢。

“今年引进的球员，将让球队的整体
实力得到提升。”小克鲁伊夫说，比如蒋哲
在加盟之前，就是长春亚泰的主力边后
卫，而外援阿德里安也是上赛季长春亚泰
的绝对主力，而穆拉提·毛拉尼牙孜、白合
提亚尔·排孜拉两名球员虽然年龄不大，
但也是中甲球队新疆队的绝对主力，他们
的加盟也会加快球队的年轻化进程。

在今年引入的新援中，最让人期待的
莫过于新疆籍门将叶尔杰提·叶尔扎提。
国奥队主力门将、效力于葡萄牙联赛……
这些经历足以证明他的实力。球迷对叶
尔杰提唯一关心的话题，就是从未踢过中
超联赛的他能否尽快适应，并成为重庆斯
威的新一代门神？

对此，俱乐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引进
叶尔杰提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充分的评
估，并对他的实力有了充分的了解。“虽然
叶尔杰提到队不久，但他的实力已经征服
了球队所有人。相信他的到来，会让我们
的防守得到明显改善。”

赛程
先难后易，打好主场是关键

“年年开局都难打，今年开局尤其
难。”当2019中超联赛赛程公布之时，重
庆球迷汪敏发的朋友圈可以说是道出了
支持重庆斯威的球迷心声。

相比于去年的赛程，今年重庆斯威在
前八轮的对手完全可以用“非富即贵”来
形容：北京国安、上海上港、河北华夏幸
福、大连一方都是中超豪门；广州富力今
年也加大了投入，买进了登贝莱、萨巴这
样的大牌球星；升班马深圳佳兆业一如既
往地烧钱不含糊，打包购入了法甲圣埃蒂
安球星塞尔纳斯和姆本格；广州恒大和天
津天海则是“贵气逼人”。

与球迷的不淡定相比，球队内部对
此却十分淡定。“之前每年赛程出来之
后，都认为我们遭遇了魔鬼赛程，但我们
不都挺过来了么？联赛中碰到哪个对手
只是先后的问题。只要做好自己，打好

每一场比赛，相信我们可以在今年的联
赛中取得不错的成绩。”俱乐部相关负责
人说。

小克鲁伊夫表示，虽然球队前八轮比
赛的对手都很强，但重庆斯威也拥有另一
个优势——有五场比赛都是主场作战，拥
有重庆球迷的支持。“要想完成保级，做好
防守很重要！当然并非不重视进攻，而是
说防守要更加有效！我们上赛季主场战
绩不理想，还不如客场战绩，我们主场的
进攻不错，制造了很多进球的机会，但是
攻守不够平衡，导致很多分都丢掉了。”

战术
在进攻和防守中寻找平衡

自从上赛季出任重庆斯威主帅以来，
小克鲁伊夫的战术一直是球迷关注的焦
点。与前任主帅保罗·本托固执地采用
433阵型不同，小克鲁伊夫则会根据不同
的对手制定不同的战术。从已经结束的
冬训来看，小克鲁伊夫在几场热身赛中都

采用了不同的阵型。
“在我心中，阵型和人员选择都不是

一成不变的，每个球员都有证明自己的机
会。”小克鲁伊夫说，不过有一个要求是我
始终坚持的，那就是队员们在比赛中要做
好攻防转换，尽可能减少传球失误，在进
攻和防守之间找到平衡，进而取得好成
绩。

小克鲁伊夫坦言，相比上个赛季，本
赛季的重庆斯威后防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刘宇和隋东陆离队，元敏诚和罗皓
不再是U23球员……这些因素无疑会让
我对防线进行调整，不过我会尽快确定
防线主力人选，有效减少我们的丢球
数。”

当被问及会不会因为阿德里安的到
来而改变战术时，小克鲁伊夫表示：“现在
球队的4名外援都有着很强的实力，同时
也有着丰富的中超经验，让我从中进行取
舍很困难。我只能依据比赛的对手和他
们的训练状态来进行调整，以让他们的实
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踏上2019新赛季征程

重庆斯威如何在夹缝中求得突破
本报记者 黄琪奥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2月 22日，市级重点建设项
目——重庆市西区医院（九龙
坡区第二人民医院新医院）项
目正式奠基，这标志着我市将
新增一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
院。

据悉，重庆市西区医院
位于九龙坡区华岩镇，占地
面积 61 亩、总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床位规模 1000
张，总投资 10 亿元。该项
目 将 于 2020 年 底 整 体 完
工。

我市新增一家三甲综合性医院

重庆市西区医院开建

● 截至2018年末，全市已建成NB-IoT（窄带物联网）基站
2.3万个；全市物联网用户已达到1256.5万户，同比增长53.3%；
物联网已广泛应用于远程抄表、车联网、智能公交、智慧农业、
船舶监控、环境监测及智慧教育等诸多领域

重庆市西区医院效果图。
（受访者供图）

2月24日，重庆斯威队2019中超联赛全家福。 记者 万难 摄

本报讯 （记者 何维）
2月21日，全国首批“加速康
复外科规范化培训及示范基
地”在重医附一院挂牌。市卫
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加速
康复”平均可缩短患者2天住
院时间，人均节约5000元开
支。

60岁的宋阿姨日前就在
重医附一院进行了腔镜下的
子宫摘除术。此前她也曾有
过两次手术经历。没想到这
一次，她还没走出恢复室，就
被医生批准拔了尿管，手术
当天就能下床。该院麻醉科
主任闵苏介绍，“加速康复外
科”（ERAS策略）是一种全
新康复理念，已经在该院各
个外科中应用。

这样的手术体验让患者
十分满意。闵苏介绍，在“加
速康复外科”理念下，传统的

“手术须知”被颠覆。医院会
针对不同病人发放各自的《病
员日志》，详细告知其术后注

意事项。
据了解，重医附一院率

先在重庆地区推广应用“加
速康复外科”，已惠及两万多
名患者，与实施前的同类手
术患者相比，人均术后住院
时间缩短了 2天，人均住院
费用降低约5000元，患者满
意度从7.7分升至9.3分（满
分10分）。

新年伊始，《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
效考核工作的意见》发布，提
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指标体系由医疗质量、运营
效率、持续发展、满意度评
价等 4 个方面的 55 项指标
构成。重庆市卫健委透露，
重庆今年也将启动三级公
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目
前，重庆所有三级公立医院
已经纳入国家卫健委满意
度调查平台。“加速康复”的
推广应用将助力医院得好
评，患者得实惠。

人均减少5000元费用 医院得好评患者得实惠

全国首批“加速康复外科”
示范基地落户重庆

本报讯 （记者 韩毅）
2月 18日晚，舞剧《杜甫》在
南岸区施光南大剧院举行鉴
赏推介会。

据市文旅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舞剧《杜甫》拟将改为旅
游演艺版，尽快在重庆主城打
造一台广大游客和市民认可
和喜爱的驻场旅游演艺。下
一步，在重庆驻场商演或全国
巡演，成为重庆文化旅游的又
一引爆点。

舞剧《杜甫》时长约100
分钟，以大写意的手法，讲述
了“诗圣”杜甫的一生，细腻而
深邃地刻画出杜甫的民族大
义和气节情怀，以及杜甫为理
想而追寻不息、为百姓而大声
疾呼、为人格而绝不屈尊的精
神。

当前，走红网络的舞段
《丽人行》就是《杜甫》剧中
的一个片段，艺术水平之
高、舞蹈编排之妙、演员演
绎之传神，让观众大饱眼
福。

据悉，舞剧《杜甫》由重庆
市歌舞团倾力打造，自2016
年首演以来，已在第十二届中
国（深圳）文博会艺术节、第三
届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
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
蹈·舞蹈诗评奖开幕活动、央
视三套《舞蹈世界》栏目等进
行了10多场重要演出，并荣
获“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
舞剧奖”“重庆市第十四届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
秀作品奖”“第七届重庆艺术
奖”等奖项。

舞剧《杜甫》将改旅游演艺版

本报讯 （记者 左黎
韵）2月24日，重庆华森制药
公司向丰都县三建乡捐赠20
万元，用于帮扶该乡石龙门村
饮水池修建项目，解决当地人
畜饮水难题。

丰都县三建乡是市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扶贫集团对口
帮扶乡。近年来，作为集团成
员的华森制药坚持输血与造
血相结合，为贫困村脱贫提供
有力支撑。

石龙门村地处高山，属
于喀斯特地貌，地表降雨极
易下渗到地下深处，水源
开采困难。过去，村民们
靠着自家挖的水池，将雨
水集蓄起来，勉强解决日

常用水问题。可遇上枯水
期，村民们就只能望水兴
叹。缺水制约了石龙门村
发展，给村民的生产生活
带来不便。

“我们捐赠的20万元将
帮助石龙门村修建一座蓄水
能力达200立方的水池，即便
是枯水季节，也能满足村民生
活用水。”华森制药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水池配置了净化
设备，处理后的净水通过输水
管网送到农户家中，使村民饮
水更安全。

据了解，该蓄水池今年
上半年将建成投用，届时将
解决当地千余村民的饮水
难题。

丰都三建乡获20万元扶贫捐款

千余村民饮水难题年内将解决

铁山坪森林火情红外监测预警系
统于去年底正式投用。这是一种综合
运用红外传感、人工智能、无线通信、
自动组网、野外供能等国际先进技术

打造的无线传感网络系统，主要由火
灾探测器、环境探测器、物联网网关与
云服务平台四部分组成。智能卡口采
用微波人体感应技术，在侦测到人体
经过时，能第一时间播放语音提醒；火
灾探测器发现火源后，系统在3分钟内
可将火源位置短信发送到预设人员手
机上。目前该系统已布置在铁山坪森
林公园的各个重点路段和重点区域，
基本实现林区全覆盖。

记者 万难 摄

铁山坪森林公园安上“电子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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