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4月1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纪委监委获悉，
今年1-3月，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858
件、处理1234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21人，组织处理1122人（9 人既受到
党纪政务处分，又受到组织处理），涉嫌
犯罪移送司法机关1人。

从问题发生时间看，问题发生在
2018年及之前的771件，占89.9%；问
题发生在2019年的87件，占10.1%。
从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情况看，运
用第一种形态处理1095人，占88.7%；
第二种形态120人，占9.7%；第三种形

态18人，占1.5%；第四种形态1人，占
0.1%。从问题类型情况看，查处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占总数的54.7%，
主要表现为做表面文章、违规决策、弄
虚作假等；腐败问题占23.9%，主要表
现为截留挪用、贪污侵占、优亲厚友等；
失职失责问题占21.4%，主要为监管责
任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等。

据了解，受处理人员包括，厅局级
1人，县处级169人（含市管干部1人），
乡科级448人，村（社区）干部616人。
其中，镇村（社区）干部违规违纪人员合
计占81.8%。受处理的1234人中，问
责464人，占处理总人数的37.6%，占
比较去年下降6.4个百分点。其中，问
责各级党委政府、职能部门“一把手”和
村（社区）党支部书记、村（居）委会主任
173人，占问责人数的37.3%。

今年一季度全市查处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858件12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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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杨培增，国际著名眼科专家和葡萄膜炎专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六届学科评议组成
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第一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
眼炎症学会执行理事、亚太眼内炎症学会执行理事。三次获得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先后获得“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医德楷模”等荣誉称号。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4月18
日，来自市住房城乡建委的消息称，我市
紧扣“两不愁三保障”中的住房安全保
障，聚焦建卡贫困户等重点对象，已累计
完成25.71万户危房改造（其中建卡贫困
户15.3万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
部将我市列为“2018年农村危房改造积
极主动、成效明显的省（区、市）”。

几个月前，渝北区兴隆镇保胜寺村
建卡贫困户宾朝朋、马新碧夫妇，高高
兴兴搬进了“新家”。“新家”里客厅、卧
室、厨房、厕所一应俱全，政府不仅帮马
新碧一家解决了住房安全问题，还送来
了一些家具。马新碧说，“这是做梦也
没想到的，党的政策好，我终于有个像
样的家了。”

据介绍，为扎实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工作，市住房城乡建委组织各区县开展
了重点对象存量危房调查工作，并与市
扶贫办、市残联、市民政局等部门进行
了大数据信息比对，动态掌握了全市存
量危房数据。

“我们瞄准‘贫中之贫’，攻克‘困中

之困’，将建卡贫困户危房作为必保对
象，确保扶持到重点人、关键处。”市住
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全市
农村危房改造开工4.9万户，竣工4.34
万户，分别占年度计划的 163.66%、
144.66%。

为进一步保障贫困群众住房安
全，让更多建卡贫困户住上放心房，今
年我市农村危房改造将在以下方面重
点发力——

一是根据全市3076户建卡贫困户
住房安全还未保障的情况，坚持“应保
尽保、应改尽改”的原则。市住房城乡
建委将把计划任务分解落实到区县，
指导督促各区县采取有力的针对性措

施，加快推进速度，确保2019年限时高
质量完成。

二是继续聚焦贫困地区和贫困群
众，完成农村危房改造3万户以上。

三是持续开展规划师、建筑师、设
计师、艺术家“三师一家”下乡活动，并
培训农村建筑工匠3000名，建造更多
安全而有特色的农房。

四是开展美丽庭院、美丽宜居村
庄、绿色示范村等创建活动，补齐公共
照明、污水管网等短板，不断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启动农村住房建设试点，制
定符合区域实际的农房设计和建设标
准规范、技术导则，推动45万户农房更
新改造等。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4月1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供销合作社获
悉，今年，我市将通过建立覆盖城乡、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农村现代流通网络，
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和农
民持续增收。5月，由市供销合作社统
一打造的市级农村电商平台“村村旺”
将正式上线。

近日，市商委、市供销社合作社联
合下发《关于加强战略合作共同推进农
村流通现代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提出了今年的六大工作任
务，包括加快农村电商发展、推进农产
品流通现代化、开展农产品产销对接、
加强城乡物流体系建设、推进农资流通
转型升级和打造再生资源回收网络等。

据了解，上线“村村旺”的重庆特色
农产品将建立产品追溯体系，实现放心
农产品全程可追溯。

今年，市供销合作社将投资1000
万元建设市级农村电商综合服务平台

“村村旺”。“村村旺”上线后，将成为我
市首个集B2B2C电商服务、定制化交
易服务、拍卖采购、供需采购、物流仓
储、生产性服务、供应链金融服务于一
体的大型农村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
台。同时依托重庆优势土特产品，开展
农产品网上批发、零售、交易、结算、展
示展销等综合服务，建立涵盖重庆主要
农产品品种、价格、产量、产地、储运冷
冻、加工、物流、交易、结算、供求关系、

销售渠道等全流通信息数据库，形成完
整的农产品流通大数据，打造网上农批
市场、网上农展会。

不仅如此，今年，市供销社直属农
产品企业还将与有规模、有品质的农民
合作社、农业基地签订产销对接协议，
开展农企对接、农超对接、直采直销、订
单农业和直销配送等高效对接活动，通
过减少流通环节来降低流通成本。同
时，通过与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系，打造产
加销一体化农产品供应链。今年，我市
还将探索建立农产品社区直供系统，在
大型社区试点设立农产品提货柜、自提
点，开展生鲜直投、团餐配送等多种形
式的农产品直销配送。此外，支持“供
销e家”电商平台开展扶贫产品追溯体
系建设，推动贫困地区特色产品与市场
需求高效对接，探索利用追溯体系进行
消费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

今年，市供销社将重点在14个贫困
区县，规划完成162个乡镇基层供销社
和841个村级综合服务社的电商化改
造，优先安排4个未脱贫摘帽区县依托
基层供销社、综合服务社建设电商站点，
确保电商服务进村到点。未来将实现市
级电商公司与基层供销社、综合服务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电商站点互联互通一
体化发展，用电商的方式推进基层社、综
合服务社和农民合作社线上线下业务融
合，为特色农产品“飞”出大山插上翅膀。

市级农村电商综合服务平台
“村村旺”下月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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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已累计完成
25.71万户危房改造（其
中建卡贫困户 15.3 万
户）。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财政部将我市列为
2018年农村危房改造积
极主动、成效明显的省
（区、市）。

4月16日，重医附一院眼科门诊。
506诊室外的病人把楼道挤得满

满当当，南腔北调的交流声不绝于耳。
“这里从来都这么打挤，今天还不

是病人最多的时候。”分诊护士告诉重
庆日报记者，到这个诊室看病的患者来
自天南地北，甚至有人从美国、英国、法
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过来看病。

是什么吸引力让这么多患者都来
赶506诊室的“场”？

原来，在这里坐诊的医生，是被誉
为“中国葡萄膜炎诊治第一人”的重医
附一院眼科主任杨培增教授。

“绝望的我有幸遇到了您”

“最近好不好？”杨培增跟患者说
话，通常像是在问候老朋友。

患者对他，也敞开心扉，前来就医
的冯仁志就对他唠叨：“总是好一点就
不想吃药了。哎呀！麻烦您好多年
了。”杨培增叮嘱他按时服药，像朋友一
样约定下次会面：“两周后来看我。”他
说“看我”，不提“看病”。

冯仁志5年前得了葡萄膜炎，他
说：“当时什么都看不见，仅剩下一点光
感，自己想死的心都有。”

葡萄膜为眼球壁的中间层，像紫色
葡萄皮，如果这层膜病了，可引起白内
障等严重并发症和后遗症，是致盲的主
要原因之一。相比眼睛红肿、疼痛这些
病灶，失去光明如同坠入深渊，患者很
容易心理崩溃，被拖入巨大的恐惧和绝
望中。

突然失明的冯仁志就是这样。
他不吃不喝，整个人迅速垮掉。不仅
如此，原本在外打工的他是家里的顶
梁柱，顶梁柱垮了，整个家也面临崩
溃。

病毒、寄生虫感染、自身免疫出现
问题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葡萄膜炎，
患者数量巨大。杨培增透露：“眼下，在
我国，保守估计有300余万患者。即使
是在美国这样医学发达的国家，也大约
有230万患者。”

从1984年攻读硕士研究生起，杨
培增便开始研究葡萄膜炎。30多年
来，他发现并总结出我国葡萄膜炎常
见类型、特征和致盲规律，绘制出我国
葡萄膜炎的临床谱系，建立了国际上
最大的葡萄膜炎临床数据库，为我国
培养了一大批眼科学人才，进而整体

上提高了我国葡萄膜炎诊治水平，降
低了该病的致盲率。在他的引领下，
我国葡萄膜炎诊治如今已处于国际先
进水平。

冯仁志告诉记者，正是获益于杨
教授的诊治，现在他的视力已恢复到
了 0.6。“是杨教授给我带来了光明，
他的医术真是不摆了！”说这话时，冯
仁志眼含泪光。如今，他不仅生活能
自理，还重新找到工作，担起了家庭
重担。

在医生办公室，记者还看到不少患
者给杨培增写来的感谢信。其中一封
来自甘肃的大学生育硕，3岁患上葡萄
膜炎的她在信中写道：“小学四年级时，
我的眼睛还是看不清楚。于是，我不愿
出门见人，怕生人问我为什么不上学，
怕熟人问我是否还看得见路……还好，
2010年秋，绝望的我有幸遇到了您。
手术后揭开纱布的那一瞬，我不仅清楚
地看到爸爸妈妈那爬上额头的皱纹，我
还终于见到了您！”

熟悉郊区屠宰场的博士

1987年，杨培增来到中山医科大
学读博士。作为学生的他，最熟悉的地
方除了教室和实验室外，竟然是位于郊
区的屠宰场。杨培增是奔着屠宰场的
牛眼去的。

牛眼在当时是提取视网膜抗原用
于研究的必备材料。因为宰牛通常在
半夜，杨培增便总是在凌晨两三点蹬着
自行车，骑10多里路去买牛眼。

早上8点他拿着新鲜牛眼便一头
扎进实验室，一待就是一天。杨培增至
今还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他到了晚
上7点钟才做完最后一个实验，然后才
有空回家过年。

当时国内从事葡萄膜炎临床和研
究的人很少，对葡萄膜炎的研究也多只
是临床报告，涉及深层面的研究几乎是
空白。于是，读博期间，杨培增自学了
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日语，便于他翻
阅多种语言的前沿资料。

一路走来，如今的他已先后写了4本
关于葡萄膜炎研究的专著，还参与主编
了卫生部五年制《眼科学》规划教材，他
发表的各类文字总数多达1200万字之
巨。

他带领团队发现和提出了葡萄膜
炎发生的理论框架，在免疫层面揭示出
葡萄膜炎发生的关键免疫机制，在遗传
层面发现与葡萄膜炎相关遗传变异79
个（其中VKH综合征相关遗传变异29
个，占全世界发现的80.5%）；在临床研
究方面，发现并总结出我国葡萄膜炎常
见类型、特征和致盲规律，绘制出我国
葡萄膜炎的临床谱系，制定了VKH综
合征的诊断和分期标准，为制定科学防

治策略奠定了基础。
正是这些成就的取得，杨培增被誉

为“中国葡萄膜炎诊治第一人”，让中国
葡萄膜炎诊治走到了国际前列。

建立全球最大的葡萄
膜炎临床数据库

杨培增坐门诊的时候，再晚也不会
拒绝病人。他说，患者从各地前来，有
的已经等了好几天了，很着急也很辛
苦，“看完了，他们好早点赶回家。”

杨培增还记得有一年中秋他与当
天最后一名患者的对话。这位患者经
过一年的治疗后已痊愈，杨培增为她检
查眼睛后说：“可以不吃药了。”她惊讶
地问：“那吃什么啊？”杨培增告诉她：

“吃月饼。”她愣了一下，噗嗤一下笑了：
“对！对！吃月饼！”

在杨培增的506诊室旁边，有一个
专门用于存放患者档案库的房间，7排
大铁柜存放着数万份资料。杨培增说，
这些都是他的宝贝。

杨培增从博士毕业后看的第一个
病人起，就养成了写两份病例的习
惯——一份给患者，一份自己保管。
杨培增说，这事看起来简单，坚持下来
也不容易。在询问病人病史方面，他也
非常仔细，每个病人可能要花去20分
钟甚至半个小时。

正是这样的坚持，让杨培增团队建
立了国际上最大的葡萄膜炎临床数据
库（20000余例）、葡萄膜炎患者样本库
（20000余份），他带领团队建立起国际
上单一机构患者数量最多、来源最广的
葡萄膜炎诊治及研究中心。

美 国 前 葡 萄 膜 炎 学 会 主 席
Rosenbaum 教授评价其团队是“国
际上最富有研究成果的团队之一”；
亚太眼内炎症学会主席 Ohno 教授
称：“杨培增教授团队正在领导着世
界葡萄膜炎和眼内炎症的免疫学研
究。”

目前，我国葡萄膜炎诊治、研究和
教学的中坚力量，大多出自“杨门”，其
中不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
金获得者、青年长江学者、国家百千万
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才、全国有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等一大批具有国际竞
争意识和能力的眼科学人才。

杨培增至今还记得2013年教师
节前两天，学生杨艳给他寄了一封包
含一份工资单的信并汇了 1970.2
元。杨艳在信中写道：“我曾经多次
想过拿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该如何
支配，我曾经想过给父母买件温暖的
冬衣，给自己添一部手机……但是，
当我真正拿到这笔工资时，我觉得它
应该有更好的去处。一日为师终身
为父。”

杨培增留下信，退回了钱，但师生
间的情谊让他眼眶湿润。

杨培增 中国葡萄膜炎诊治第一人
本报记者 何维

紧扣“两不愁三保障”中的住房安全保障

重庆今年将改造农村危房3万户以上

丰都县虎威镇鹦鹉村二组，工人在进行危房改造。（本报资料图片） 通讯员 熊波 摄

重医附一院实验室，杨培增（中）带领科研团队做实验。 （受访者供图）

●4月18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黎明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助手团一行。
（记者 杨铌紫）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唐璨）4月18日，位于重庆两江数
字经济产业园涉外商务区的紫光集团
重庆大楼投入使用。同日，紫光华智数
字工厂项目等签约活动集中举行。

市领导吴存荣、段成刚、邓恢林，紫
光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赵伟国出
席活动。

据悉，紫光重庆大楼已集聚紫光集
团旗下4家子公司及新华三重庆办事
处；紫光华智数字工厂为紫光集团智能
制造样板工厂，可实现信息化、自动化、
定制化生产。一系列项目的落成、签约，
标志着紫光集团旗下企业全面落地、智
造工厂全面启动、“智能安防+AI”项目
全面铺开，将为重庆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紫光集团是中国大型综合性集成
电路领军企业、全球第三大手机芯片设
计企业。2018年2月，重庆市政府与
紫光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及入驻两
江新区落地协议。

截至目前，紫光集团“智能安防+
AI”、紫光云（南方）总部、金融科技、数
字电视核心芯片全球总部及设计研发
中心、移动智能终端芯片设计研发中心
5个项目已签订投资协议，正在稳步推
进中。

下一步，紫光集团还将布局高端芯
片制造、无人驾驶等项目，同时也将继
续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在大数据、
云计算、高端芯片制造等领域吸引上下
游企业落地，助推重庆经济结构调整和
产业转型升级。

吴存荣段成刚出席紫光集团重庆大楼投用活动

紫光集团在渝布局取得多项进展

●4月18日下午，副市长屈谦会见来渝考察的国际滑联副主席亚历山大·雷科
宁一行。 （记者 黄琪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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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看巴渝

本报讯 （记者 李珩）4 月 1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2019年药品监管
工作片区会上获悉，今年，我市将开展
打击互联网制售假药违法违规行动、第
二类精神药品专项检査、中药饮片集中
整治、医疗器械专项治理、“线上净网、
线下清源”行动等多个专项治理行动，
让群众放心用药。

据了解，按照相关要求，我市设立
了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检查一局、检
查二局、检查三局、检查四局。

按照辖区分工，今年将开展多个专
项治理行动，全面推行网格化、清单式、

责任制管理模式，形成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全覆盖的立体监管格局。其中，
监管重点是疫苗、血液制品、冷链药品、
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终止妊娠药品、
第三类医疗器械、特殊用途化妆品等。

此外，市药监局遴选确定了重医附
一院、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重医附属
永川医院等7家医疗机构，作为重庆市
首批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评价基地。
这些机构将配合药品监管部门开展化
妆品不良反应调查评价、风险评估、技
术研究等工作，并承担对监测哨点的检
查指导等任务。

重庆将专项治理互联网制售假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