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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上午10时许，在大渡口
区新山村街道，居民王明菊正拎着一
摞纸板来到离街道办事处不远的垃圾
分类点，将这些垃圾放入可回收垃圾
桶。

“以前工作人员上门讲解垃圾分
类，我听得一头雾水，如今，街道放置
了垃圾分类桶，垃圾分类一目了然。”
王明菊感慨道。

“五长”联动
鼓励更多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今年1月，大渡口新山村街道被
纳入我市23个生活垃圾分类先期示
范街道。对此，他们将城市综合管
理中的“五长制”与居民生活垃圾分
类试点相结合，通过街长、路长、巷
长、楼长、店长“五长”联动，加强生
活垃圾分类的入户宣传讲解，并通
过奖赏机制鼓励更多居民参与垃圾
分类。目前，生活垃圾分类已基本
覆盖该街道7个居民社区，辖区共有
两万多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占比达
95%。

在垃圾分类点，记者注意到，分类
点共有4个垃圾桶，以颜色区分其功

能：蓝色是可回收垃圾桶、绿色是厨余
垃圾桶、红色是有害垃圾桶、灰色则是
其他垃圾桶。

新山村街道是大渡口区典型的
老旧社区，辖区居民多是重钢、十八
冶的退休、下岗职工和大渡口区农转
非人员。“在宣讲中，我们发现居民很
难准确分清垃圾种类。经过反复研
究，我们想到了放置垃圾分类桶，引导
居民将各类垃圾分类投放。”新山村街
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我们
已在7个社区共设置了200余个垃圾
分类点，投放了278组垃圾分类桶，厨
余垃圾桶、其他垃圾桶共556个，有
害垃圾桶75个。其中，针对老旧楼
栋，共发放垃圾桶179组，厨余垃圾
桶、其他垃圾桶共358个，有害垃圾
桶41个，并给各个社区配备了垃圾
袋。”

智能回收柜+分类换积分
实现“垃圾”变“宝贝”

除了在居民单元楼及小区的中心
位置设置垃圾分类桶，引导居民正确
分类生活垃圾外，新山村还借助物联
网、互联网等高新技术，通过垃圾分类
智能平台，建立奖赏机制鼓励更多居
民参与垃圾分类。在该街道新宝龙小
区，一个形似大衣柜的垃圾回收柜格
外引人注目。该负责人告诉记者，这
是他们刚引进的智能垃圾回收柜，可
实现“垃圾”变“现金”。记者看到，垃
圾柜上写着“塑料、易拉罐、废纸、织
物”四类可回收垃圾，几位居民通过微
信扫码注册后，即获得一张二维码纸
条，他们将二维码贴在准备回收的垃
圾上，再按照指示将垃圾投入回收柜
中，很快微信钱包便获得一份收益。

目前，新山村街道共放置了4台智能
垃圾回收柜。

而针对垃圾分类中占比最多的厨
余垃圾，新山村则与区城市管理局联
手，推出“分类换积分”活动。“居民将
厨余垃圾正确分类投放后可获取积
分，积分累积达标后，即可进入区城管
公众号，兑换生活用品。”大渡口区城
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短短
几个月时间，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积
极性不断提高，目前，街道月均处理可
回收垃圾33吨，厨余垃圾60多吨。

完善垃圾后续处置
避免生活垃圾前分后混的尴尬

不过，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要真
正实现垃圾减量，还需不断完善垃圾
后续处置。“过去，垃圾分类后却进行
统一收运，造成生活垃圾前分后混的
尴尬。但今年以来，我们创新性地建
立起4类垃圾分类收运模式，使垃圾
分类更彻底。”大渡口区城市管理局该
负责人告诉记者。对此，他们配备了
专业收运车，分门别类运送垃圾，还给
车辆安装了GPS系统，以杜绝垃圾跑
冒滴漏问题。分类后的垃圾将被运送
到不同地方进行处理：可回收垃圾由
再生资源公司分拣和资源化利用；厨
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则被运往指定地点
焚烧处理；有害垃圾由小区物管或社
区进行临时存放，并上报予以处置。

“下一步，我们将以新山村为试
点，在大渡口区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并实施垃圾分类运输，使垃圾分类
更为公众化、简单化、智能化。”大渡口
区城市管理局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学习垃圾分类 畅享绿色生活
大渡口区新山村采取多种措施使垃圾分类公众化、简单化、智能化

本报记者 左黎韵

说起乡卫生院的医生乔桂香，忠县石子乡的
乡亲都会竖起大拇指：“别看女娃娃年轻，有本事
呢！”

今年 36岁的乔桂香为啥这么受乡亲们欢
迎？这与她去年到县中医院康复科学习分不开。
同时，县中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李德权还会定
期到石子乡卫生院坐诊、查房，这让乔桂香又多了
一条学习中医康复的途径。加上乡卫生院整体搬
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其门诊量增长了约28%。

石子乡卫生院的变化得益于忠县“纵联横合”
医共体改革，让基层医疗机构强了起来。

2018年，该县县域内就诊率和基层首诊率分
别达92.6%和72.45%。日前，国务院办公厅表彰
其为“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成效较为明显的地方”，
并新增安排中央资金500万元给予奖励。

纵联

通过“三通”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乔桂香能到县中医院进修学习，是因为县中
医院正是石子乡卫生院的医共体龙头单位。

去年9月，以忠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为龙
头单位，分别与25家、17家基层医疗机构组建起
两大医共体，通过学科联建、管理联动、人才联
用、资源联享、药械联购、上下联转、信息联通、绩
效联考等纵向“八联”，实现“医通、人通、财通”，
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上下级医院互派人员，就是纵联中的人通。”
忠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申继旭介绍，龙头
单位每年要选派具有一定业务能力的医生到基层
医疗机构坐诊，基层医疗机构选派同等数量的医
务人员到龙头单位进修学习。

通过互派学习，乔桂香的业务能力也得到明
显提升，“学到很多康复技术，更新了对康复的认
识。”对乔桂香来说，这样的双向学习很实用。

其实，“人通”也体现在病人的双转上。在乔
桂香所在的卫生院康复科，如今就住着从县中医
院转下来的黄仕天，一个月前，因车祸导致右下肢
骨折的他被送到县中医院治疗，病症平稳后，他被
转回乡卫生院治疗。

“这样报销比例更高，既治了病，又节约了
钱。”黄仕天对这笔账算得很清楚。

黄仕天的就诊经历就是分级诊疗中的双向转
诊。在很多地方，往下转常常是一道难题，但自医
共体组建以来，忠县累计下转病人1268人次，较
之以前增长了17%。

在“医通、财通”上，龙头单位与基层医疗机
构实行学科共建、技术共享、利益共享，让基层的
学科强起来，学科强了，自然能带动基层能力的
提升。

同时，医共体内部实现“信息通”，居民健康档
案、电子病历、电子处方信息是共享的，便于居民
就诊、转诊以及病历评查、处方点评、质量管控。

横合

设立“资金池”“编制池”，不让一个基
层医疗机构掉队

3700平方米的业务大楼，DR、彩超、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对忠县石子乡卫生院院长谭家琼
来说，这些数字和设备可以脱口而出，这些也是该卫生院的家底。

“多亏了‘资金池’的支持，不然哪有底气。”谭家琼依然记得乡卫生院搬迁
前的窘境——夹在两栋居民楼之间，门诊只有一个诊室，一个病房要挤三四张
床。

去年9月，在纵向组建医共体的同时，依托县医院管理中心，忠县42个基
层医疗机构实行集团化管理，建立“横合”医共体，构建“资金池”“编制池”两
池，“职称、项目、设备、专家”四库，充分利用基层医疗机构的人财物资源，抱团
发展。

“资金池”按照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医疗收入的5%统筹提取，用于基层医
疗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设施设备购置、学科发展、人才引进等方面。

“‘资金池’的作用在于托底基层医疗机构发展，不让一个机构掉队。”忠县
卫生健康委副书记莫官寰说，困扰基层医疗机构发展的一大难题就是人才，如
何把人才留在基层，忠县构建了“编制池”，即整合全县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编制
总量，实行拉通使用128个编制，“比如这个单位缺人，但没有编制，那我就用
其他单位的编制，把人留下来。”

目前，忠县县域内就诊率和基层首诊率分别达92.6%和72.45%，大部分
群众都能在基层看好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群众“看病难”难题。

缓解

让医院回归公益性，居民就医更便宜

“为了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我们采取了规范医药收费行为、严格处方
点评等8项措施，并提倡65种疾病门诊不输液。”莫官寰介绍，以抗生素为例，
该县进行了专项整治，对门诊病人抗生素使用率不得超过20%，住院病人抗
生素使用率不超过60%，抗生素使用强度必须小于40%，对超说明书、超疗
程、超剂量和重复用药的将进行处罚。

同时，全面落实100个单病种付费、实施150个病种临床路径管理，严
格执行药品“带量采购”和“两票制”。

目前，该县各项改革指标呈现“三升三降”良好态势。“三升”即公立医院
门诊、住院服务量同比上升10.25%，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占比上升至
36.78%，基层医疗机构门诊量、住院量占比分别上升至70.45%、65.37%。“三
降”即公立医院药占比下降到30.60%，医疗费用增幅下降到9.64%，百元耗材
下降到19.95元，均低于国家指标，群众“看病贵”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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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沙坪坝区天星桥街道梨
树湾社区，志愿者教居民用塑料瓶制
作创意环保花盆。当日，该社区开展

“保护环境 我是行动者”主题活动，志
愿者教居民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并利用
生活中的废旧物品制作日用品。

通讯员 孙凯芳 摄

沙坪坝区：

垃圾分类
变废为宝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
习生 彭瑾）重庆日报记者6月4日
从两江新区获悉，由重庆企业研发的
中国自主可控的工业仿真软件（简称
CAE 软件）产品将于6月14日正式
上线。

据介绍，作为工程设计中的计算
机辅助工程软件，CAE是指用计算
机辅助求解分析复杂工程和产品性
能，其具备的仿真性能，对于企业优
化产品设计、提高产品质量、减少试
验样品、降低研发成本都有着-极高
的参考价值，在航空航天、高铁、军

工、汽车及重工、固体力学等领域有
着广泛的市场应用前景。

该产品由位于两江新区中瑞产业
园的重庆励颐拓软件有限公司研发，
该产品的上线，对于推动我国在核心
高端工业平台软件及重点领域应用
软件研发方面的实现自主可控、替代
进口，打破国外垄断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该平台的第一个软件产
品——LiToSimV1.0将于6月14日
正式上线。“我们希望能为我们国家
的CAE技术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冯志强表示。

中国自主可控CAE软件产品
将在两江新区上线

居民王明菊正将废弃的纸板放入可回收垃圾桶。 记者 左黎韵 摄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刘雨桐）由市农委指导、重庆日报
联合博恩集团主办的“乡村振兴大讲
堂”将于6月11日开讲！著名经济学
家、“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将应邀来
渝，作题为《全球危机与中国生态文明
转型》的首场讲座。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
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
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
总抓手。

在“三农”工作中，如何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
神？如何因地制宜、注重特色、真抓
实干，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
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由重庆日
报联合重庆市博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博恩集团”）共同打
造的“乡村振兴大讲堂”应运而生。
据介绍，该讲堂每月举行一次专场报
告会，将邀请国内知名“三农”专家、
学界人士、企业家等现场授课，并通

过重庆日报全媒体矩阵向广大读者
传播。观众与读者可扫描二维码获
得乡村振兴大讲堂相关信息。

据了解，受邀主讲嘉宾将围绕
“乡村振兴 绿色发展”这一主题，
探讨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生
态+产业链”等话题，交流科技、金
融、品牌如何为农业赋能，讲述生态
修复、食品安全、农民增收等好做
法、好经验，为乡村振兴献计献策、
贡献力量。既有宏观政策解读，又

有实践操作的案例分享，既有行业
背景分析，又有技术前沿的展望。
力求使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开阔视
野，拓展思路，获得实惠。

“乡村振兴大讲堂”的首场讲座
将于11日上午10点-12点在重庆新
闻传媒中心举行。作为开讲嘉宾，温
铁军将从生态文明战略提出的背景
切入，剖析全球危机与中国生态文明
战略转型。

据悉，“乡村振兴大讲堂”也得到

了许多著名专家的支持。世界杂交
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将
向主办方发来贺信。他在贺信中预
祝“乡村振兴大讲堂”取得圆满成功，
同时高度肯定了重庆日报与博恩集
团的责任担当，并且希望“乡村振兴
大讲堂”顺应新时代、展示新作为、传
播新思想。

作为主办方之一的博恩集团，是
中国中西部地区首屈一指的高科技投
资集团及高科技天使投资集团，过去
20多年里，成功投资和培育了一大批
明星企业、独角兽企业，涉及金融、科
技、互联网、新材料等领域。

近年来，博恩集团为积极响应国
家乡村振兴战略，聚焦“荒漠治理”和

“品牌农业”两个业务，以实现“六好农
业”（造好田、选好种、耕好田、产好品、
打好牌和卖好价）为根本目的，逐步搭
建起了包括农业黑科技“八仙过海”、
金融服务“五朵金花”、销售渠道“三驾
马车”为核心的生态矩阵，实现了“从
田间到餐桌”全产业链布局。

“乡村振兴大讲堂”11 日开讲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首讲生态文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预祝大讲堂取得圆满成功

乡村振兴大讲堂
邀请函
扫一扫
就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