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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一个温馨的健康乐园
医疗服务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事关国计民生。近年来，永川区儿童医
院（集嫒医院）坚持以妇女儿童健康为中
心，以建设“美丽医院”为契机，不断改善
群众就医体验，增强群众看病获得感：用
宽敞明亮的大厅、温馨舒适的病房、童趣
十足的装饰营造温馨就诊环境；用优质、
高效、便捷的服务为妇女儿童提供就医
保障；用专业、细致、用心的人文细节浸
润每个家庭。

一景一物 皆为用心打造

“妈妈，我要到那个像乐园的医院去
看病。”这是5岁的涵涵对永川区儿童医
院（集嫒医院）的印象。涵涵的妈妈说，
明亮、整洁是大多数医院给人的第一印
象，但永川区儿童医院（集嫒医院）不仅
做到如此，更凸显儿童特色，装修设计上
充满童趣。无论是医院内外，还是走廊
病房，都有卡通形象或卡通贴纸，令孩子
产生亲近感。

走进医院门诊，优美的钢琴曲正在
大厅里回荡，机器人和前来就诊的孩子
们进行互动，舒缓孩子们的紧张情绪；
在二楼儿科，有专门供孩子们玩耍的游
园活动区域，孩子们可跟随音乐的律动
蹦蹦跳跳；同时，医院提供了高仿真设
施道具和模拟场地，孩子们可以在专业

老师的指导下体验超市收银员、医生、
护士等各行业角色，让孩子们在玩乐中
培养职业理想、规划未来……

永川区儿童医院（集嫒医院）位于永
川区文昌路16号，一期工程2018年年
初投入使用，占地40亩，建筑面积2.6万
平方米，总投资2.6亿元，开放床位135
张。为了给患者提供一个舒适温馨的就
医环境，医院投入大量资金推广清洁绿
色能源，建设燃气分布式能源系统，供应
全院冷、热水及部分电力，使用无甲醛的
环保材料，如墙面装饰选用抗菌板，有效
抑制表面细菌的繁殖。

不仅如此，医院还积极推行“明厨亮
灶”工程，推进绿色食堂行动，加强医院
营养科建设，改善患者用餐体验；提升医
院停车服务能力，设有500个停车位的
地下停车场，采用免取卡停车场管理系
统、自助缴费系统，为群众提供方便、可
行、舒适的停车服务；以科普知识作装
饰，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综合
征、儿童安全用药等科普知识在院内随
处可见，让患者候诊时可以懂得更多的
实用小知识。从厨房到病房，从候诊厅
到诊室，从厕所到开水间，医院的每一个
细微之处，都从患者及其家属的角度出
发，以方便患者为前提，尽可能把宽敞的
空间留给患者。

一朝一夕 皆有感人故事

今年3岁的轩轩来自主城，在轩轩
1岁半时，他的父母发现他跟其他人有
些区别，在家不哭不闹、不爱说话、没有
情绪表达。有一天轩轩妈妈到永川办
事，经朋友介绍来到了永川区儿童医院
（集嫒医院），向医生述说了轩轩的“特
殊情况”。医生了解之后，带着两位治
疗师对轩轩进行干预评估，评估结果确
定轩轩得了自闭症。

“当时我就决定在永川租房，给孩
子做康复训练。”轩轩妈妈说，刚开始孩
子不配合治疗，让她感到十分焦虑，但
是看到所有医护人员热情的态度，她瞬
间感到一股暖流在心间流淌：“从不与
人接触的轩轩，那天却意外地接受了治
疗师的拥抱，让我重燃了希望。治疗师
们也经常鼓励我，告知一些在家里面就
可以做的康复训练方法，可孩子不配
合，实施起来特别困难。看见其他同龄
的孩子都可以跟自己父母聊天了，我心
里特别着急。”

经过半年康复训练后，有一天在吃
饭时，轩轩突然张口说话了：“妈妈，我
要吃肉。”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却让孩子

的父母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要知道，
这可是轩轩主动开口说出的第一句话
啊！从那以后，在永川区儿童医院（集
嫒医院）治疗师们的系统干预下，轩轩
的病情开始有了好转，认知能力甚至超
过一些普通的孩子。

据了解，永川区儿童医院（集嫒医
院）在渝西地区率先成立了自闭症康复
训练中心，是重庆市AA级孤独症康复
训练中心。采取医教结合的方式，根据
孩子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康复治疗
方案。

“轩轩这种情况是属于高功能自闭
症。”永川区儿童医院（集嫒医院）儿保
科主任周静说，医院新开展了心灵解读
课程，正是针对这种高功能自闭症，能
够助轩轩在康复路上向前迈进一大
步。这时轩轩3岁了，该上幼儿园的年
龄了，也就代表着要回主城。但更换熟
悉的训练环境，可能会导致孩子能力倒
退。看到孩子渐渐康复，轩轩的父母决
定采取半天幼儿园半天训练的最佳方
案。上午主城下午永川，从此踏上充满
爱和希望的求医路。

如今，轩轩康复得越来越好，读书、
与人交际都没有太大问题，这300余张

往返主城和永川的高铁票记载了一个
家庭与一个孩子的成长与蜕变，也记载
了永川区儿童医院（集嫒医院）在医疗
能力服务方面留下的一个个坚实脚印。

一心一意 只因重视生命

在医院四楼有一个诞生礼仪式厅，
每周都会有新生儿在这里举行诞生
礼。诞生礼包括佩玉礼、悬悦礼、命名
礼、感恩礼、传承礼、祝福礼等环节，让
每一个家庭都感受到亲人之间的纽带
与温暖，通过仪式传递一份美好幸福。

“每一个生命的诞生都是上天的赐
予。沉浸在喜悦之中的人们为了表达
对新生命的重视和爱意，对新生命的祝
福和关爱，以各种仪式为孩子祈福，这
就是诞生礼。通过这种简单而不失庄
重的诞生礼，让家长和孩子都感受到
爱，感受生命延续的伟大。”该医院相关
负责人说。

娇小可爱的新生儿、满脸笑容的家
人……从诞生礼的布置到后期的拍摄，
每一个视频都是由永川区儿童医院（集
嫒医院）完成，为的就是将这美好的时
刻用纪录片的形式保存下来，留作后期

怀念。
一般来说，为了防止院内感染，新生

儿住院部不允许父母探视，但永川区儿
童医院（集嫒医院）不一样。从2018年7
月6日起，患儿父母可进入病房探视，在
进入病房之前医院会针对探视者进行严
格的身份核实，然后戴口罩、帽子、鞋套、
穿着隔离衣，在医护人员监督下洗手后，
方可进入病房。

情感是人与人相处最好的纽带。
儿童医院的服务对象是妇女儿童，在服
务上应该更加接地气、更加多元化，把
爱延伸到每一个患者的心中。新生儿
开放探视是其中的一种，而引进国内外
先进分娩方式，倡导自然分娩又是另一
种传递爱与温暖的方式。

近年来，为了让产妇在整个产程中
能够更顺利地生下宝宝，永川区儿童医
院（集嫒医院）采取心理及情感上的指
导，结合呼吸、放松、抚摸、按摩，并开展
非药物镇痛项目，引进水中分娩、导乐
分娩、音乐镇痛分娩、多位体分娩等无
任何副作用、无药物、无创的镇痛分娩，
让分娩回归自然，让分娩成为幸福体
验。据了解，2018年医院非药物镇痛
分娩占分娩量的90%，近日，医院被国
家卫健委评为“第一批全国分娩镇痛试
点医院”。

目前，永川区儿童医院（集嫒医院）
的“美丽医院”建设已取得较大成果，在
环境、服务、人文方面做出了很大改变，
让小孩儿看病更像是逛游乐园。医院
相关负责人表示，“美丽医院”的构建需
要智慧，也需要从细节出发，朝着美的
方向前进。有了“美丽医院”的目标，就
有了前进的方向，就有了更多的信心和
憧憬。如何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如何
让患者放心、让社会满意？这将是医院
努力发展的方向。

邓嘉桂 图由永川区儿童医院提供

医务人员详细询问产妇恢复情况

永川区儿童医院门诊大楼

永川区儿童医院（集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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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

巫山县

酉阳县

丰都县

忠 县

奉节县

巫溪县

垫江县叶波润发超市

重庆市宏实物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丽景尚城小区）

酉阳民生天然气有限公司

杨波（丰都县古摄影婚纱
影楼）

忠县同怡医院

刘长芬（奉节县佰佳生鲜
超市）

罗登文（巫溪县马镇坝大
京都购物中心）

安全出口总净宽度小于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值的80%。

1.自动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联动控制；2.高层建筑疏散指示标志损坏率超过30%；3.一类
高层综合楼安全出口数量不足；4.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无法正常使用；5.设有人员密集
场所的高层建筑防烟楼梯间门损坏率超过20%。

该储备站未设置于相对独立的安全地带，不符合消防安全技术标准。

1.场所内未按规定设置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灯；2.场所内部分区域采用易燃和可燃
材料装修；3.该场所部分区域窗户被封堵，且自然排烟面积不足；4.灭火器数量配备不
足，仅有一个灭火器已无法使用；5.西侧封闭楼梯间未安装防火门，且被大量杂物堵塞，
楼下安全出口处于锁闭状态。
1.该医院超过50%的防火门失去防火分离功能；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故障无法恢复；3.室
内消火栓无水；4.喷淋系统无水。

1 、安全出口设置卷帘门；2.自然排烟窗面积不足；3.楼梯间设置不符合形式，未设置封闭
楼梯间。

1.疏散楼梯安全出口处设置卷帘门；2.疏散楼梯间设置空调外机，影响人员安全疏散；3.
防烟排烟设施处于停用和故障状态，且无法正常运行；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处于停用和
故障状态，且无法正常运行；5.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未按规定持证上岗；6.违规在人员密
集场所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7.防火卷帘的损坏数量大于防火分区相应防火分
隔总数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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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

渝北区

巴南区

巴南区

长寿区

江津区

合川区

永川区

南川区

大足区

璧山区

璧山区

璧山区

璧山区

武隆区

两江新
区

两江新
区

单位名称

王琳（渝北区王琳酒吧）

重庆新宁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帝豪南城国际小区）

重庆永恒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江南华都）

重庆市渝诚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维多利亚）

重庆东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慕尚家居有限公司

永川区体育场馆管理中心

曾卫平（南川区老曾酒店
用品经营部）

重庆互悦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大足区龙腾御景小区）

重庆凯逸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瀚恩尚都小区）

重庆凯逸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瀚恩阳光小区）

重庆市畅驰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璧山分公司（宏康·浩

宇小区）

重庆悦和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璧山区鑫港湾小区）

武隆博爱精神病医院

重庆洪泉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民心佳园）

重庆润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力帆红星广场紫郡项目)

区县

该场所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室内外消火栓无水；2.喷淋系统无水；3.室内外消火栓泵、喷淋泵不能正常联动控制。

1.室内消火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无水；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处于故障状态，不能正常运
行；3.正压送风、机械排烟系统及室内消火栓泵、喷淋泵不能正常联动。
1.室外消防给水系统未保持完好有效；2.室内消火栓系统未保持完好有效；3.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未保持完好有效；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未保持完好有效；5.防排烟系统、消防水泵
以及其他自动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联动控制；6.疏散指示标志损坏率超过30%。

1.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完好有效；2.占用防火间距。

1.人员密集场所的外窗被广告牌遮挡；2.机械排烟系统不能正常使用；3.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不能正常使用；4.封闭楼梯间防火门损坏率超过其设置总数的50%；5.消防用电设备
末端自动切换装置不能正常自动切换。

1.人员密集场所的疏散走道设置卷帘门；2.室内消火栓系统不能正常使用；3.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不能正常运行；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正常使用。

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室内消火栓无水；2.自动喷淋系统不能正常使用；3.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存在故障；4.联
动控制存在故障。

1.该小区消防控制室内消防联动控制设备故障瘫痪；2.该小区室内消火栓、喷淋泵故障
瘫痪；3.该小区室外消火栓管网破损无水；4.该小区大部分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故障
损坏；5.该小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故障瘫痪；6.该小区防烟楼梯间门大部分损坏。

1.该小区消防控制室内消防联动控制设备故障瘫痪；2.该小区室内消火栓、喷淋泵故障
瘫痪；3.该小区室外消火栓管网破损无水；4.该小区正压送风机及管道损坏瘫痪；5.该小
区地下车库机械排烟风机及管道损坏瘫痪；6.该小区大部分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故
障损坏；7.该小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故障瘫痪；8、该小区防烟楼梯间门大部分损坏。

1.大量防火门损坏；2.大量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损坏；3.室内外消防给水系统瘫痪；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瘫痪；5.防排烟系统不能正常使用；6.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正常使
用；7.消防控制室人员未持证上岗。

1.该小区消防控制室内消防联动控制设备故障瘫痪；2.该小区室内消火栓、喷淋泵故障
瘫痪；3.该小区正压送风机损坏瘫痪；4.该小区地下车库机械排烟风机损坏；5.该小区大
部分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故障损坏；6.该小区防火门大部分损坏；7.该小区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故障瘫痪。

1 、未设置室外消火栓；2.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3.未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4.未设
置封闭楼梯间；5.疏散走道、楼梯间、外窗设置铁栅栏，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故障；2.室内消火栓系统不能正常使用；3.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能正
常使用；4.CRT图形显示装置应急广播不能正常联动。

1.消防车道、救援场地被占用；2.室外消防给水系统不能正常使用；3.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不能正常运行；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正常运行；5.防烟排烟系统不能正常联动控制；
6.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未按GB25506的规定持证上岗。

整改
时限

2019年
5月30日

2019年
8月30日

2020年
9月1日

2019年
6月30日

2019年
6月11日

2019年
9月30日

2019年
9月30日

2019年
8月30日
2019年
9月30日

2020年12
月30日

2020年12
月30

2020年12
月13日

2020年12
月31日

2020年12
月30日

2019年
8月30日

2019年
12/18日

曝光全市47家尚未整改的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区县

渝中区

万州区

涪陵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江北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沙坪坝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九龙坡区

九龙坡区

九龙坡区

九龙坡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南岸区

南岸区

北碚区

渝北区

渝北区

渝北区

渝北区

单位名称

重庆雨轩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钱塘玫瑰湾小区）

重庆市万州区电影公司（三
峡影都）

王守岗（涪陵区鑫源木材加
工厂）

刘素华（大渡口区欣元托老
所）

重庆市仁德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江北分公司（升伟新意

境小区）

重庆超越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北岸印象）

余强（两江新区在水一方洗
浴中心）

重庆雾龙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雾都大厦）

重庆天骄爱生活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天骄年华小区）

重庆市光华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阳光水城）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
分公司（国窖明城小区）

重庆仁德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华福山水）

重庆同创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同创奥韵）

重庆高创万洁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重庆创业大厦）

重庆隆鑫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骏逸·新视界小区）

重庆晋愉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城市彩园）

重庆好管家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康田龙腾湾小区）

重庆德凯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南岸分公司（南滨国际小区）

重庆市江南殡仪馆

黄云飞经营的北碚区黄老
邪皇庭御膳大饭店北碚区

城南店

重庆市嘉乐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双凤桥轻轨店

杨义明（渝北区华友宾馆）

重庆寿喜福餐饮文化有限公
司(港乐迪量贩式KTV)

范杰（渝北区绅蓝茶楼）

区县

1.室内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主机故障；2.自动消防设施不能
正常联动控制。

1.未按规定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2.未按规定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3.局部房间未按规
定设置排烟设施。

丙类厂房与宿舍混合设置在同一建筑内。

1.疏散土楼梯设置不符合标准；2.安全出口数量不足；3.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4.在居住
建筑中从事经营活动。

1.该小区室内消火栓管网无水；2.该小区室外消火栓管网无水；3.该小区火灾自动报警瘫痪，
不能正常使用；4.该小区自动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联动控制；5.该小区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
损坏率超过30%；6.该小区防火门损坏率超过50%；7.该小区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无水。

1.室外消火栓管网漏水，不能正常使用；2.室内消火栓管网漏水，不能正常使用；3.自动消防
设施不能正常联动控制；4.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无水。

该场所一个安全出口被封闭，安全出口数量不足。

1.该建筑室内消火栓管网压力不足且管道严重锈蚀；2.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管网压力不足且
管道严重锈蚀；3.消防控制室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瘫痪；4.疏散指示标志及应急照明指示灯
均已损坏，损坏率100%；5.消防水泵无法正常联动；6.楼梯间内正压送风系统损坏。

1.喷淋系统瘫痪，不能正常使用；2 、防火卷帘大部分损坏，且不能正常联动；3.室内消火栓
无法联动；4.车库应急照明灯大部分损坏。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故障；2.室内消火栓无水；3.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故障；4.车库防排烟系统
故障；5.消防水泵不能正常联动；6.室外消火栓无水。

1.疏散指示标志损坏超过30％；2.防火门损坏超过50％；3.室外消火栓管网漏水；4.车库部
分地方未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小区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损坏率超过30％；2.室外消防给水设施不能正常使用；3.室内
消防给水设施不能正常使用；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处于故障状态，不能正常运行；5.自动消防
设施不能正常联动控制；6.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管网无水；7.设有人员密集场所的高层建筑的封
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门的损坏率超过20％；8、防火门、防火卷帘等防火分隔设施损坏的数
量超过该防火分区防火分隔设施数量的50%；9、设置的防烟排烟设施不能正常使用。

1.超过50%的防火门损坏，防火卷帘门无法正常运行；2.30%的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
损坏；3.消防喷淋系统、室外消火栓系统及室内消火栓系统的管网无水；4.部分防排烟风机
无法启动、风阀及风口无法打开，部分风管损坏；5.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主机及联动控制系统
均存在故障，无法正常使用。
1.超过50%的防火门损坏，防火卷帘门无法正常运行；2.30%的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损
坏；3.消防喷淋系统和室内消火栓系统的管网无水；4.部分防排烟风机无法启动、风阀及风口
无法打开，部分风管损坏；5.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主机及联动控制系统存在故障，无法正常使
用。
1.室外消火栓管网系统瘫痪，不能正常使用；2.室内消火栓管网系统瘫痪，不能正常使用；3.
车库自动喷淋系统不能正常使用；4.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灯具损坏率大于30%；5.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不能正常运行；6.防排烟系统，不能正常联动控制。
1.该小区自动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联动；2.该小区30%的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灯具严重
损坏，不能正常使用；3.该小区机械排烟系统不能正常使用；4.该小区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无
法正常运行。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故障；2.室内消火栓漏水；3.喷淋管网系统漏水；4.防火门损坏超50％。

1.消防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故障；2.消防水系统管网漏水；3.应急照明、疏散标志损坏，损坏率
达34％。

1.综合大楼防火分区超面积；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瘫痪；3.喷淋自动报警系统瘫痪。

1.负一层厨房未与其它区域进行防火分隔；2.负一层厨房局部区域及四层棋牌室未设置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3.负一层厨房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管网闸阀关闭；4.
四层平台采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夹芯板搭建棋牌室。

1.封闭楼梯间的设置形式不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2.疏散楼梯间防
火门损坏率超过其设置总数的50%；3.疏散楼梯间的室内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不符合
GB50222的规定。

1.采用可燃材料装修；2.50％以上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损坏；3.消火栓管网无水。

安全出口数量不足。

未按要求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整改
时限

2019年
12月31日

2019年
5月31日

2019年
6月30日

2019年
9月16日

2019年
8月31日

2019年
9月20日

2019年
5月7日

2020年
9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2019年
7月24日

2019年
3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23日

2019年
11月28日

2019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2019年
3月29日

2019年
5月7日

2019年
12月31日

2019年
10月31日

2019年
7月5日

2019年
4月30日
2019年
4月30日
2019年

11月30日
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