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主城
区坡地绿化如何才能顺利推进？如
何才能顺利实现让群众亲近自然、享
受绿色福利的目标？7月4日，在市城
市管理局组织召开的主城区坡地绿
化专家研讨会上，专家们围绕《重庆
市主城区坡地绿化实施方案》，为主
城区坡地绿化工作献计献策。

通过“四美”突出重庆特色

“坡地绿化应与重庆城市地位相
称。”原重庆市规划局副总工程师、高级
建筑师、注册城市规划师李世煜认为，
重庆做坡地绿化，气魄要大、站点要高。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通过
“四美”突出重庆的特色。具体来讲
是：岩石与绿化相结合，依托岩石的
阳刚之美和植物的阴柔之美，凸显城
市的壮美；一定要种植大树和花，树
和花相结合，凸显城市的秀美；部分
区域重点策划，种植名树名花，凸显
城市的贵美；绿化与历史文化、重要
设施相结合，凸显城市的人文之美。

分情况确定不同地块绿化目的

住建部风景园林专家、重庆大学
兼职教授况平表示，重庆是山城，坡地
绿化做好了，可形成城市与自然相融

的一个界面，成为重庆又一大特色。
“而要做好坡地绿化，需针对不

同情况，确定坡地绿化是以生态修
复、保护为主要目的，还是以美化为
主要目的。”况平建议，在人们视线所
及范围内、对城市形象有影响的地
块，应以美化为主要目的；在视线较
差，不容易被人们看到的地块，应以
生态修复、保护为主要目的。

不过，不论哪种目的，首先都要
确保安全，尤其是要防止滑坡等安全

事故发生。

要解决舒适性问题

“坡地绿化要以人为本，构建完
善的体系。”重庆大学建筑规划设计
研究院建筑分院院长、一级注册建筑
师陈纲认为，除了首先要考虑安全
（包括生态安全、人生安全等）问题
外，还要解决舒适性、部门联动等方
面的问题。

简单来说，舒适性就是要做好绿
化配套，让老百姓感到舒适。如，可以
结合生态廊道建设，在坡地打造微型
公园，并在公园里添置一些运动器材、
座椅等供人们休息、健身；部门联动，
则是指相关部门不能各自为阵，要各
司其职，形成合力，共同做好坡地绿化
工作。这是因为，坡地绿化涉及多个部
门，不是某一个部门能够单独做好的。

用非正式开发景观空
间模式减少政府投入

重庆交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副院长、教授董莉莉建议，开展
坡地绿化工作，可尽量利用地形打造
一些点状公园、口袋公园和线性公
园。如此，能够让老百姓随处都能见
绿，增加获得感。

“由于大量建设这些公园需要巨
大投入，全部由政府出资不太现
实。”董莉莉认为，为减少政府在绿化
方面的投入，重庆可借鉴国外做法，
采取非正式开发景观空间的模式来
推动坡地绿化。

所谓非正式开发景观空间模式，
是指开发景观空间前，先分析周边用
地属性，确定各地块的业主。在此基
础上，通过政策激励业主和社会公众
参与景观空间的开发建设。

譬如：加拿大多伦多的桥下公
园，政府只投资做了很少一部分，大
量的建设则是交给了艺术家。这样
一来，政府节约了公园建设成本，艺
术家也有了自己喜欢的创作之地，可
谓一举两得。

专家为重庆坡地绿化支招

坡地绿化要凸显“四美”

6月26日，江北区华新街，嘉陵江大桥北桥头公园项目涉及区域正在加紧施
工。该公园项目今年5月开工建设，预计今年底完工。 记者 龙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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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7月4
日，市住房城乡建委召开新闻通气会
介绍，“两江四岸”治理提升“金点子”
征集结果出炉，共有59个作品获奖。
接下来，市住房城乡建委将充分吸纳
获奖“金点子”的合理化意见建议、创
意亮点，在“两江四岸”治理提升方案

设计中进行完善深化。
为提升主城区“两江四岸”建设品

质，提升市民的参与度和获得感，今年
春节前夕，市住房城乡建委、市规划自
然资源局共同组织开展了以“我的两
江、我的岸”为主题的“两江四岸”治理
提升“金点子”征集活动，主要围绕“治

理提升重点、突出问题处理、重要节点
打造”三个方面征集市民创意。

截至征集时间结束，来自全国28
个省份的3000多人报名参加征集活
动，共收到稿件392份、金点子1600
余条，约60多万字。经初步筛选和分
类整理，有效稿件315份。

今年4月，市住房城乡建委会同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邀请景观、规划、
建筑、市政、生态环境、文化旅游、媒体
策划等领域的市内外专家组成评审
组，共评选出获奖“金点子”一等奖5
个、二等奖20个、三等奖34个。

据了解，获奖者中，既有90后的
“夫妻档”，也有70多岁的退休职工。
来看他们为“两江四岸”建设提出了哪
些有意思的建议——

郭兴泽建议，将现有南滨路、北滨
路作为人行、非机动车慢行系统、并禁
止机动车驶入，保证人的活动具备连
贯性、连续性。

周文安认为，可在“两江四岸“适当
地方规划嘉陵江地质公园，展示我市石
刻工艺和巴渝恐龙化石等地质资源。

郭培建议，将虎头岩片区整体开
发，建设虎头岩防空报警台纪念光柱、大
轰炸纪念崖壁、山地幻光森林公园等。

吴瑕玉呼吁，在高家花园大桥建
“桥下公园”，将高架桥面作为共享屋
顶，为市民提供遮风挡雨的场所；在桥
下实施“点亮计划”，用灯光和色彩建
设城市艺术走廊；种植韧性植被，打造
高架桥下的浪漫荒野。

重庆夜景美如画，如何打造赏灯
品牌？邵榆源、郭宇建议，实施

“1234567”计划——“1”是打造以朝
天门为主的夜景光核，“2”是打造长
江光轴和嘉陵江光轴，“3”是扮靓渝
中区、南岸区、江北区三大景观照明片
区区域，“4”是建设九龙坡区、沙坪坝
区、巴南区、大渡口区四大组团夜景辐
射片区，“5”是打造南山一棵树等五
处夜景观景台，“6”是推出6条重庆夜
景精品旅游线，“7”是打造洪崖洞、长
江索道等7个热门夜景打卡地。

建虎头岩防空报警台纪念光柱、打造赏灯品牌实施“1234567”计划……

“两江四岸”治理提升 市民贡献金点子

“两江四岸”既是重庆的景观带，也是市民的重要休闲地。 （市住房城乡建委供图）

本报讯 （记者 李珩）7月3日，
市卫生健康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
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按照
《通知》，三级综合医院基本药物采购
金额占药品采购总金额的比例不低
于30%。

据了解，基本药物制度是我国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任
务，不仅能保障群众基本用药所需，
也有利于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很大程度上来说，能保障群众
用药安全，降低药品费用。”市卫生健

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从2018年11
月1日起，重庆正式实施《国家基本药
物目录（2018年版）》，和旧版相比，
2018年版增加了品种数量，由原来的
520种增加到685种，其中，西药417
种、中成药268种（含民族药），基本能
覆盖临床主要疾病病种。

值得注意的是，2018版新增了
12种肿瘤用药和22种临床急需儿童
用药，比如2017年纳入医保的注射用
曲妥珠单抗，就是小分子靶向药。

按照《通知》，从2019年起，我市
对基本药物配备使用比例实行动态

管理，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
物采购金额占药品采购总金额的比
例也有要求：三级综合医院不低于
30%；二级综合医院不低于40%；基
层医疗机构不低于50%；各级中医院
（含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药饮片采购
金额纳入统计范围，比例要求比照同
级别综合医院；各级专科医院中公共
医疗救治中心、口腔医院、肿瘤医院、
儿童医院、康复医院、煤炭医院、骨科
医院不低于20%；三级妇幼保健院不
低于 20%、二级妇幼保健院不低于
30%；精神卫生中心不低于60%。

重庆日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学
重庆医院（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重
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等医院了解到，其
都按照要求对基本药物进行了配比。

“我们基本药物采购金额占比约
为30%，并根据国家最新目录进行了
调整。”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医院药
剂科主任石萍说，该院还制定了相应
制度，确保基本药物的使用。

“医院还要在信息系统中对基本
药物进行标识，提示医生优先合理使
用。”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同时，让临床药师进驻临床科室，发
挥药师在处方审核、合理用药指导等
方面的作用。

此外，市卫生健康委将完善短缺
药品监测机制，配合相关部门把短缺
药品监测延伸到生产、配送环节。

保障群众基本用药需求 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三级综合医院基本药物采购比例不得低于30%

凌晨1点左右，看着眼前这名刚满周岁、之前
哭闹不止的孩子渐渐安静下来，王锡松了口气。
在他推拿40分钟后，这名孩子的高热也退了。

“让孩子睡会儿吧。”王锡说话很轻，带着浓
浓的山东口音。这句话让孩子家属差点哭了出
来，连声说道“太谢谢你了，医生，谢谢！”

7月2日，重庆日报记者在武隆区中医院采
访王锡时，他讲述了去年8月的一天深夜医治一
个孩子时的情景。

王锡是济南市中医院的一名医生，按照鲁
渝健康扶贫协作协议，山东省派出了360余名医
疗专家深入重庆14个贫困区县，向深度贫困、基
层急需精准发力，探索出了一条健康扶贫协作的
新路子。

取长补短
山东与重庆14个贫困区县结对子

据了解，从2010年起，山东省便与重庆市
“结缘”，签订了《鲁渝卫生与健康扶贫协作框架
协议》。2018年5月，双方又签订了《鲁渝卫生与
健康扶贫协作工作实施方案（2018-2020年）》。

“重庆14个贫困区县卫生健康基础薄弱，缺
人才、缺设备、缺资金、缺理念、缺项目。”对于重庆
的短板，重庆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直言不讳。

协作便是为了取长补短，帮扶网络也很快形
成——山东省14个城市与重庆市14个贫困区县
签订一对一帮扶协议，山东46家省市级医院与
重庆14个贫困区县医院结成帮扶对子，山东14
个市辖县级医院与重庆50余个乡镇卫生院结成
协作对子。

一时间，位于秦巴山区、武陵山区的重庆14个
贫困区县，来了一批操着浓浓山东口音的医生，王
锡就是其中之一。

针对贫困山区现状，在王锡的建议下，武隆区中医院很快成立了艾灸特色
门诊和小儿外治门诊，并由王锡坐诊，前来就诊的患儿也越来越多。

去年8月的一天半夜12点，王锡突然接到一名患儿家属的求助电话：孩
子高热、呕吐两天了，一直哭闹不已。“你们赶紧过来，我马上去医院。”王锡的
回答很干脆。这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新科室的建立，不仅为当地百姓解除病痛提供了方便，也填补了该院的医
疗空白。受益的也不仅是武隆区中医院，济南来的专家还为武隆区人民医院
建立起肿瘤科；日照市中医院、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分别帮黔江区中
医院建起骨科、眼科；德州市人民医院为秀山自治县建立介入中心……

精准医疗
让贫困患者重新站起来

“我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去年8月的一天，在黔江区中医院，62岁的李
长文激动得叫出声来。

李长文家住黔江区中塘乡迎新村，因髋部疼痛，走路很困难。5年来，他
只能卧床在家，成了当地的贫困户。

“国家政策好啊，不然我哪有钱做手术。”李长文感叹。他口中的好政策，
就是鲁渝健康扶贫协作中的“站立行动——髋膝关节置换项目”。

据了解，受地理环境影响，髋膝关节病是山区百姓的常见病、多发病，也是
致残率较高的疾病。

但即使有医保报销，髋关节置换手术自付部分也要2万元左右，让不少贫
困群众望而止步。针对这一情况，鲁渝协作双方在14个贫困区县全面实施了

“站立行动——髋膝关节置换项目”，使近200名贫困患者重新站起来，精准解
决了当地群众的医疗需求。

传授技术
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资金问题、设备问题，其实都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我们最需要解决的是人
才问题。”这是秀山自治县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张晓勤的担心：山东来帮
扶的专家走了后，我们的医生能否独当一面？

为了消除这种担心，鲁渝双方协作按照“解决一项医疗急需，突破一个薄
弱环节，带出一支技术团队，新增一个服务项目”的原则，在先期选派160名医
疗人才支医的基础上，山东省属及14个市三级医疗机构选派200余名医护人
员来到重庆，开展3至6个月的支医工作。

山东来的医疗专家在做好诊疗服务的同时，也充分发挥临床经验丰富、带
教能力强等优势，紧紧围绕学科建设、临床骨干培养、科研创新等方面贡献才
智。山东省属医疗机构专家在重庆共收徒200多人，进行手把手带教，传授新
技术100余项，举办学术讲座300余场，开展新诊疗项目70余个，填补了我市
贫困区县的多项医疗空白。同时，重庆14个贫困区县还分期分批安排了160
余名医护人员到山东对口帮扶医院，免费接受3至6个月的培训。

针对重庆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较弱的现状，双方还协作实施了中医药服
务能力提升项目，推动25个乡镇卫生院开展标准化国医堂建设，推动3个区
县中医院开展特色专科建设，推动山东中医药大学在云阳、万州等4个区县
建立山东中医药大学非隶属附属医院或临床教学医院，创新校院合作人才培
养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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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14个城市与重庆
市14个贫困区县签订一对一帮
扶协议，山东46家省市级医院
与重庆14个贫困区县医院结成
帮扶对子，山东14个市辖县级
医院与重庆50余个乡镇卫生院
结成协作对子。

黔江区中医院，来自山东的专家正在为患
者诊断病情。 记者 李珩 摄

（上接1版）
第一大类是山体生态屏障防护型

坡地绿化，推进山体生态修复、建设山
体运动公园、强化组团生态隔离带、塑
造城中山脊线景观。

第二大类是两江及次级河流生态
护岸型坡地绿化，恢复消落带生态岸
线、优化滨江景观廊道、治理次级河流
水体等。

第三大类是内环沿线生态廊道型

坡地绿化，打造环城观花绿廊、完善内
环道路绿化、美化内环节点景观等。

第四大类是城市主干道沿线景观
坡地绿化，加强景观大道培育、改造道
路节点景观，实施城市立体绿化。

第五大类是桥头立交节点景观提
升坡地绿化，丰富桥头立交节点坡地
景观，合理利用桥头坡地及桥下空间
等。

第六大类是堡坎、高切坡、隧道口
坡地绿化。

第七大类是城市建设用地空地坡
地绿化，全面绿化闲置建设用地等。

主城区两年将完成1000万平方米坡地绿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