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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水水质情况简报
2019年8月，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对我市2家供水企业的3个水厂进行了水质监测，抽检结果公布如下：

抽查单位

重庆长江水务
集团有限公司
供水分公司江
北水厂
重庆市自来水
有限公司沙坪
坝水厂汉渝路
车间
重庆市自来水
有限公司沙坪
坝水厂高家花
园车间

《生活饮用水卫
生 标 准 》
GB5749- 2006
（限值）

备注

发布单位：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节水中心 咨询电话：6306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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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月抽检单位各项检测指标均达标。
2、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沙坪坝水厂汉渝路车间、高家花园车间，重庆
长江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江北水厂均按出厂水106项、管网水
42项指标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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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曲高、阿里远、昌都险”，这句在
藏区流传已久的谚语勾勒出昌都的险
要位置。

昌都，位于西藏自治区东部，藏语意
为“水汇合处”，其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
上。从2015年起，重庆开始“组团式”
医疗援藏，先后有371人支援昌都，帮
助昌都市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三甲医院，
并帮助类乌齐县人民医院、芒康县人民
医院创建二甲医院。如今，第四批“组
团式”援藏医疗队已接过上一批队员的
接力棒，继续坚守在昌都。

在这371名援藏队员身上，有着怎
样的故事？

怀揣理想，371人毅然来到昌都

2017年11月，重庆市卫生健康委
面向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征集第三批“组
团式”医疗援藏队队员。

“到西藏去！”重医附属儿童医院新
生儿科医生李春的心一下被点燃了，他
曾去过昌都，很清楚当地的医疗水平有
限。“如果可能，我很愿意为当地做点什
么。”

于是，李春迅速递交了申请，让他
没想到的是，丈母娘第一个站出来反
对，“你年纪也不小了，到那么艰苦的地
方去，身体受得了吗？”

“援藏，是国家的方针政策，也是我
的理想。”李春不断给家人做工作，“当
地很缺医生，尤其是儿科医生，要是所
有人都顾着小家，工作还怎么开展？”

与李春一样，市人民医院肝胆外
科副主任医师黄书明报名援藏后，也
遭到了家人的反对。他只能对家人软
磨硬泡：“如果我能被选上，那是组织
上对我的信任，对我，也是一个新的机
会。”

经过严格的筛选后，重庆第三批
“组团式”援藏医疗队共20人，于2017
年12月10日抵达昌都，开始了他们的
援藏工作。

今年9月初，记者在昌都采访时，
重庆第四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队长
蒋迎九不无感慨地说：“援藏，是我们无
悔的选择，正因为大家心中有一点理
想，才会走到一起。”

始料未及，除了高原反
应还有严冬

医疗队员抵达昌都后才发现，藏区
严酷的现实条件，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
象。

仅仅是突如其来的高原反应就让
大家始料未及。高原反应是由缺氧引
发的一系列身体上的不适，比如头疼、
气短、胸闷、乏力。刚刚抵达藏区的那
段日子，对于很多援藏医生来说，睡觉
都成了大问题。“根本睡不着，头疼，即
使睡着了，往往又会因为胸闷被憋醒。”
黄书明说。

高原上的严冬，也让他们有些无所

适从。
冬季的昌都，气温会低至零下20

多度。“水泼到地上，瞬间变成冰。”早上
出门时，黄书明的头发没干，从驻地到
医院约有20分钟路程，伸手一摸，头发
上已经结满了冰碴子。

当地的干部也最清楚自己家乡的
情况，昌都市卫健委主任邵晶对重庆援
藏队员很敬佩：“他们从海拔两三百米
的重庆一下到了3000多米的高原，即
使躺着，也是一种奉献。”

仁心仁术，从死神手中抢回生命

面对高原反应，每个援藏队员的反
应都是尽量克服，并迅速投入到工作
中。

2018 年 1 月 10 日上午 11 点 30
分，昌都市人民医院发生了惊险的一
幕：一名重度窒息的新生藏族男婴呼吸
心跳停止，瞳孔放大。

一接到产科手术室电话，李春的第
一反应就是“跑”，因为重度窒息婴儿的
死亡率极高。

当他赶到产科手术室时，看见男婴
面色苍白，连呼吸心跳都停止了。李春
立即指挥抢救，在当地医生张安鹏及产
科医生杨雪梅的辅助下，马上清理男婴
的呼吸道、气管插管，并进行胸外心脏
按压，半小时后，男婴终于暂时脱险。

可抢救回来的孩子仍然昏迷不
醒。经检查，其除重度窒息外，还有肺
炎、脑损伤等疾病，需要上呼吸机维持
生命。当家长知道孩子病情后，曾一度
想放弃救治。

“作为医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
能放弃任何一个生命！”由于语言不通，
李春只能通过当地医生护士多次与男
婴父母沟通：“请再给我们几天时间，孩
子目前心跳呼吸都已恢复，可能还有希

望，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争取让孩子好
起来！”

男婴的父亲土登江措最终同意了
李春的建议。经过降颅内压、呼吸机辅
助通气、镇静等治疗，3天后男婴成功
撤掉呼吸机，5天后男婴苏醒，7天后男
婴睁眼看东西。看着孩子一天天好起
来，土登江措向李春竖起了大拇指：“好
门巴！”（门巴是藏语医生的意思）

就是凭着这样的干劲，重庆援藏医
生在昌都地区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针对当地医院发展理念滞后、后劲
不足的现状，援藏医疗队引进先进的管
理理念，建立了昌都市人民医院的医疗
质量管理、患者病情评估、急救绿色通
道等各项制度867项、预案流程145
条。援藏的陈军华博士自主研发出“医
疗质量管理控制系统”，实现了管理制
度化、精准化；推行排班制度改革，实现
对患者的连续、全程、人性化护理，医护
管理质量得到了大幅提高。

目前，昌都市住院婴幼儿死亡率从
2.2‰下降至0.18‰，孕产妇死亡率从
168.25/10万下降至106.61/10万，人
均期望寿命增至70.6岁，危重症抢救
成功率从86.8%上升至98.4%，基本实
现了“两降一升、三不出”的援藏工作目
标。

我做你学，培养一支带
不走的队伍

重医附二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
马颖是援藏队员中年龄最大的，援藏时
已近50岁（按相关规定，援藏人员不能
超过50岁）。

“努力将昌都市人民医院创建成三
级甲等医院、培养出一支思想上过硬具
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带不走的医护队

伍。”马颖的目标很明确。
该如何提升当地医务人员的技术

水平？马颖想了一个“笨”办法：我做你
看、你做我看。

一天，医院来了一位急诊病人，是
一名刚入伍的年轻战士。两天前的新
兵训练，使他头部受到一次轻微外伤，
之后便逐渐出现头痛、呕吐，来院时意
识处于昏睡状态，头颅CT显示：右侧
额、颞、顶急性硬膜下血肿。

“对于年轻人，一个轻微的外伤怎
么会造成这么大的颅内血肿？会不会
伴有自身的血管性疾病，比如血管畸
形？”马颖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进行判
断，并立即着手准备手术。

当晚，马颖带领当地年轻医生张琪
对小战士进行大骨瓣开颅探查和血肿
清除术，手术很成功。

不管工作多忙，每周五下午，马颖
都会召集当地医生上课，给他们讲解新
的医学知识和手术技术。张琪、彭斌等
年轻医生也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昌都市
人民医院的骨干。

援藏期间，最对不起的是家人

至今，来自重医附一院的刘丽萍仍
会回想起援藏的日子。

一个周日，刘丽萍与同事一起到类
乌齐县义诊，汽车沿着狭窄的山路爬
行，一面是悬崖峭壁，一面是万丈深渊，
而深渊下面除了灌木就是残破的汽车
残骸。

突然，车子方向失控，司机猛地把
方向盘甩向左边，幸好左边有一堆木
材，才让车子停了下来。坐在后排左侧
的刘丽萍，清晰地听到车子撞击的声
音。“要是是岩壁，车子就会被反弹回
去，直接摔下悬崖。”

尽管事后想起仍有些后怕，但却没
有一个援藏队员因此而退缩，继续坚守
在援藏一线，任劳任怨。只是在谈到自
己亲人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忍
不住掉泪。对家人的愧疚，是他们心底
最柔软的部分。

今年7月底，李夏渝才抵达昌都没
多久，有天深夜就接到妻子打来的电
话：岳父突发脑梗，陷入昏迷。

电话中，是妻子慌乱的声音和无助
的哭声。李夏渝心都揪起来了。好在
抢救及时，岳父性命无忧。

2016年，当得知昌都市需要援藏
妇产科医生时，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生
吴琴毅然报了名。当时，她的儿子才1
岁多，女儿也仅8岁。

吴琴将儿子寄养在阿姨家，带着女
儿一起援藏。有多少个夜晚，当吴琴忙
完手术回到办公室时，发现女儿已经趴
在办公桌上睡着了，看着女儿小小的背
影，吴琴深深地自责。

但所有的援藏队员都不曾后悔，他
们用一点一滴的努力，卓有成效地推动
着当地医疗卫生水平的提升。

2015年重庆开始“组团式”医疗援藏，先后有371人赴昌都支援——

重庆好“门巴”在昌都
本报记者 李珩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4 日电 （记
者 张泉）24日，参加国家组织药品集
中采购和使用试点（下称“4+7”试点）
扩围的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上
海开展联合招采并产生拟中选结果，

“4+7”试点扩大范围到全国。
“4+7”试点是我国解决“看病贵”“药

价贵”问题“组合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降低虚高药价、探索以市场为主导的
药价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4+7”试点
自今年4月1日全面落地实施以来，总体
进展顺利，群众受益，效果显著。

为扩大“4+7”试点改革效应，在国

家医保局等部门指导下，25个省份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与扩围（4个直辖
市已参加“4+7”试点，福建省和河北省
此前已自行跟进试点）。

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公告显示，
本次联盟采购共有77家企业，产生拟中
选企业45家，拟中选产品60个。25个

“4+7”试点药品扩围采购全部成功，价
格都降低到不高于“4+7”试点中选价格
的水平。与联盟地区2018年最低采购
价相比，拟中选价平均降幅59%；与“4+
7”试点中选价格水平相比，平均降幅
25%。拟中选结果公示后正式发布。

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扩围到全国
拟中选价平均降幅59%

本报讯 （记者 李珩）9 月 24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全市医疗援外和医
疗援藏工作会上获悉，我市已派出149
名援外医疗队员、371名援藏医疗队
员，提升当地医疗水平。

据了解，2002 年 10 月，重庆市
向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派
遣首批中国医疗队；2016 年 12 月，
重庆市向加勒比国家巴巴多斯派遣
首批中国医疗队。17 年来，我市共
派出14批135名援外医疗队员，2批
14名短期医疗专家，涵盖28个临床
专业、涉及22家派员单位。目前，我
市常年驻外工作的援外医疗队员有
19人。

“我们的医疗队被受援国政府和人
民誉为最受欢迎的外国专家技术援助

组，被我驻受援国使馆称为穿着白大褂
的外交官。”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
说，17年来，医疗队在受援国共诊治患
者11.6万余人次，开展复杂危重手术
5200余台次，开展带教培训5200余人
次，带去神经外科、颌面外科、泌尿外
科、骨科、血管介入等专科领域新技术
160余项。

“初到巴巴多斯，面临最大的困难
就是对方不了解我们。”第一批中国援

巴巴多斯医疗队队长、重医附一院肝胆
外科主任医师罗诗樵说，为此，医疗队
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对方做不了的手
术，看对方看不了的病。”

2015 年以来，我市还选派 111
名长期援藏队员、260名短期援藏队
员入藏开展等级医院创建、医疗技
术培训等工作。如今，昌都市人民
医院成功创建三甲医院，类乌齐县
人民医院、芒康县人民医院成功创

建二甲医院。
据透露，在常规医疗队基础上，我

市还将推进援外创新项目，适时派出短
期专家组，并支持受援国医务人员来渝
进修等。在援藏方面，将探索建立新招
入医生“9+3”人才双向培养模式，即9
个月在昌都工作，3个月在重庆进修学
习。并将开展医务人员定向培养或委
托培养，打造一批高水平、成梯次、成建
制的医疗人才骨干队伍。

提升当地医疗水平

重庆援外医生受欢迎

本报讯 （记者 张莎）9月24日，
身边好人微访谈走进大渡口区建胜镇，
几位身边好人不仅与数百居民分享了
自己做好事的心路历程，还透露了喜迎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打算。

范治平是大渡口区有名的“清洁农
户”，在他的带动下，周边七八户居民都
把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范治平
说，前段时间，他组织了一支临时的志
愿者队伍，推动人居环境改善和美丽乡
村建设，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临近国庆，范治平的计划已初见成

效。建胜镇四民村村民周翔高兴地说：
“现在院子比过年时整洁，村子变漂亮
了，我们住着更舒适了。”

“孝老爱亲”好人谭玉菊与90几岁
的婆婆是一对好婆媳，因住房条件有
限，婆媳分开居住，但谭玉菊每天都乘
车到婆婆家里，为她梳头、洗脸、煮饭。
她计划好了，国庆节要多带婆婆出门看
重庆新变化。

“身边好人微访谈”走进大渡口
好人们的国庆计划很励志

新华社北京 9 月 24 日电 （记者
罗争光）记者24日从民政部获悉，日前
已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
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对满足
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提
出 17条具体措施，其中明确要求到
2022年社区100%配建养老服务设施。

为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意
见提出要实施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行动计划，指导、督促和检查各地确保
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养老服务设施，老旧

小区通过政府回购、租赁、改造等方式
因地制宜补足养老设施，到 2022 年
100%配建养老服务设施；2020年底前
对所有纳入特困供养、建档立卡范围的
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给予最急需的
适老化改造；2022 年底前培养培训

200万名养老护理员、10万名专兼职
老年社会工作者。

意见还要求，到2022年，力争所
有街道至少建有一个具备综合功能的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有条件的乡镇也
要积极建设具备综合功能的社区养老

服务机构，社区日间照料机构覆盖率
达到90%以上；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
占比不低于50%；每个县至少建有一
所以农村特困失能、残疾老年人专业
照护为主的县级层面特困人员供养服
务设施。

民政部要求
到2022年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率达100%

普及金融知识 筑牢安全防线

农行重庆分行扎实开展“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
为持续推动金融知识宣传普及和

金融消费者教育服务工作，提升消费者
金融素养和风险责任意识，引导消费者
理性选择、正确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
近日，农行重庆分行在全辖开展“金融
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
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为老百
姓普及金融知识、筑牢安全防线。

此次活动中，农行重庆分行针对
不同人群金融知识的薄弱环节和金融
需求，线上线下融合开展金融知识普
及活动。“我行在分行层面成立了活动
领导小组，负责全行活动的组织部署

及指导督促，并制订了专项活动方案，
统筹规划活动。”据农行重庆分行相关
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宣传内容包括
普及金融基础知识、基金保险知识、防
范非法金融活动及利用数字化手段开
展金融教育等。

据了解，为确保此次宣传活动取
得实效，农行重庆分行利用自身优势

丰富传播渠道，创新宣传形式，通过多
种方式开展活动。依托营业网点宣传
主阵地，开展厅堂教育；积极走出去，
进校园、入社区、访市场、走基层，提升
宣传触达率。

9月5日，渝北支行就走进西南政
法大学，深入校园开展金融知识宣传
活动，向广大师生和来送学生的家长

现场发放该行相关金融知识的宣传
单。通过此次宣传活动，提高了师生
家长对金融知识的认识度，有力推进
了防范金融诈骗的宣传和普及教育。

此外，农行重庆分行还突出该行
服务“三农”特色，走进乡镇村组、扶贫
挂钩点和农村集市，推动普惠金融、金
融精准扶贫和“三农”金融知识普及，

打通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最后一公
里”。 9月5日，时值中益乡赶集日，石
柱支行走进石柱县深度贫困乡—中益
乡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12日，彭水
支行与深度贫困乡镇大垭乡木蜡村党
支部联合开展“关爱随行 情暖中秋”金
融知识进乡村活动；23日，黔江银保监
局组织辖内金融、保险在深度贫困乡
镇金溪镇开展"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
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公众教

育集中宣传活动，黔江支行积极参与，
向集市商户和顾客进行抵制反洗钱、
非法集资、网络诈骗等知识。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农行重庆分
行还创新宣传形式，通过合理使用数
字手段，多种途径普及金融知识，充分
发挥网络媒体的作用，极大程度提升
了活动趣味性、互动性、受众面和影响
力，加深了公众对金融知识的理解。

徐一琪

相关新闻>>>

援藏医疗队员在社区义诊。 记者 李珩 摄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记者从国
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相关方面获悉，日
前美方公布了三份对中国加征关税商品
的排除清单，涉及400多项商品。中方
支持相关企业继续按照市场化原则和
WTO规则，自美采购一定数量大豆、猪

肉及制品等农产品，国务院关税税则委
员会将继续对上述采购予以加征关税排
除。中方有关部门表示，中国市场容量
大，进口美国优质农产品前景广阔，希望
美方继续与中方相向而行，为两国农业
合作和其他领域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对美方发布
加征关税排除清单做出积极回应

中国女排3:0轻取肯尼亚
八连胜领跑积分榜

郎平率领的中国女排24日下午以25：12、25:12、25:14横扫肯尼亚队，将自己的
连胜纪录改写为八场，继续以不败战绩领跑积分榜。图为9月24日，中国队球员李
盈莹（左）在比赛中扣球。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