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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波）11月 13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继
我市出台《重庆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
覆盖实施方案》，确定2022年我市将基
本实现城乡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后，该
局又提出阶段性分解目标，即力争到
2020年，基本实现城市养老服务全覆
盖，新增社会办养老机构50家，护理型
床位达到30%；到2022年，全市将新
增社会办养老机构100家，有效养老床
位达到23万张，护理型床位达到50%，
失能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达到60%。

城市社区设施覆盖率年底
可提高到62%

据了解，目前渝中、九龙坡、大足、
铜梁等22个区县已制定城乡养老服务
设施全覆盖工作方案，倒排工期、打表
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渝北、合川、开州等区县举办养老
招商推介会，多渠道吸引社会投资，新

增社会投入36.5亿元，形成市级推动、
区县联动、各方行动的良好局面。

据介绍，市民政局将以城乡社区居
家养老为重点，打造设施、信息、监管、
政策和服务“五位一体”的全覆盖养老
体系，努力实现每个老年人享受基本公
共养老服务，满足“家门口养老”需求。

全市各区县整合卫生医疗、生活配
套等资源，千方百计盘活闲置资源、科
学选址，如两江新区等购买适老化房
产；铜梁清理办公、厂房等闲置资源，优
先用于养老场所；渝中、合川等补贴租
金支持社会力量自主选址。

统计显示，我市目前共完成68个
养老服务中心选址，其中政府购买6处，
利用闲置商业、办公、厂房27处，企业
自选35处，已完成648个养老服务站
选址；已竣工28个中心和232个站点，
有40个中心和416个站点正抓紧施
工，到年底城市社区设施覆盖率可从年
初的39%提高到62%，均具备社区休

闲活动和嵌入式托养功能，将新增
6000张社区嵌入式养老床位。

此外，我市还大力推进社会化运
营，推广“机构建中心带站”可持续运作
模式，推动优质企业从规划设计提前介
入，促进建设与运营无缝链接。目前，
全市社会化运营比例从年初的13.3%
提高到45%，今年已建的9家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均由企业运营，月均服务超过
5000人次，群众满意度达90%以上。

今年全市新增养老床位
6000余张

数据显示，今年我市已新增社会办
养老机构37家、达到470家，新增床位
6000余张、达到6.4万张。

此外，我市专项排查整治养老机构
风险隐患1070个；对1368家机构开展
服务质量基本规范评估，达标率超过
65%，高于国家优秀评价指标5个百分
点。

同时，我市还为665家机构购买综
合责任保险，运营风险有效降低。在北
碚、垫江、奉节等7区县试点新增农村
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护机构13家，力
争3年内覆盖所有区县；推行敬老院热
水供应系统、房间标准化和场所适老化

“三改”建设，提档升级乡镇敬老院
248所，力争3年内提档升级800家。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在沙坪坝等4
个区试点推行老年人助餐、助浴、助医
等居家照顾服务，市级依据区县绩效评
估结果给予适当奖补，符合条件的老年
人每次享受20至50元助浴补助。

同时还在渝北、渝中等地试点居家
养老服务包制度，加大政府购买力度，
培育上门服务企业35家，为经济困难
的老年人免费提供紧急救援、生活照
料、精神慰藉等居家服务。

我市还规范居家养老服务标准，支
持养老机构、服务站点开发上门服务项
目，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社会化服务，开
展居家上门服务的站点已达572个，占
比从年初的29.6%提高到46.8%。

为推进医养服务深度融合，我市鼓
励养老机构开设诊所等医疗机构，简化
备案流程，同时支持医疗机构开办养老
机构，促进机构医养融合。

重庆力争三年后有效养老床位达23万张
我市现有社会办养老机构470家,将新增100家

本报讯 （记者 王翔）2019 年
11月11日零点，秀山电商孵化园300
多家电商企业迎来下单高峰，前5分钟
订单量突破10万单，相当于平时2天
的成交量——11月12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秀山电子商务大数据中心获悉，

“双 11”当天，该县累计订单成交量
81.7万单，实现网络零售额2470万元，
本地产品占比约 80%，带动了该县
7908户贫困户增收。而5年来，秀山
通过电商共卖出38.4亿元农特产品。

近年来，秀山大力推动农村电商发
展，“双11”的非凡成绩离不开秀山日
益完善的产业生态圈的良性运转。

今年，秀山大力推进电商云仓升级
改造计划，建成投用了武陵山区唯一的
快递分拨中心——韵达秀山分拨中心，
每小时能够处理电商包裹2万件，分拣
准确率达到99.97%以上，同时，开通了
秀山—重庆、秀山—长沙快递专线，快
递单票全程时效达到51.4小时，居西
部地区时效第一，相比全国时效最快的
江浙地区（50.06 小时）仅差1.34个小
时，农产品上行时效成为秀山电商发展

的独特优势。
同时，秀山大力推进电商助力消费

扶贫，依托中国社会扶贫网和村头平台
武陵网批功能，投用了武陵山消费扶贫
馆，线上线下抱团营销武陵山区44个
贫困区县农特产品，开启“武陵网批买
卖全国”的发展新格局，实现了网批资
源进一步整合，集散质量和效益进一步
提升。

“双11”当天，该县累计订单成交
量81.7万单，实现网络零售额2470万
元。其中，秀山本地生产的脐橙、白皮
柚、紫薯、自热火锅、酸辣粉、手撕面包、
软华夫面包、干吃汤圆等成为热销网
货，本地产品占比约80%，大部分当季
鲜果和产品原材料来自该县241个扶
贫产业基地和163个特色农产品电商
基地，共带动7908户贫困户增收。

据悉，在推动农村电商发展的5年
时间里，秀山通过电商共卖出38.4亿
元农特产品，其中本地农特产品17.6
亿元，占比45.8%；武陵山区农特产品
14.9亿元，占比38.9%，电商扶贫效益
惠及武陵山区100多万贫困群众。

“双11”带动7908户贫困户增收

秀山5年来网销38.4亿元农特产品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1月13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2019年长江干线
水上联合搜救演习专题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11月15日，国家级水上联合搜
救演习将在重庆市涪陵区黄旗码头水
域举行。届时，将有30多艘各类船舶、
300余人参演。

该演习由交通运输部与重庆市人民
政府联合主办，中国海上搜救中心、交通
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重庆市交通局
和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共同承办。

2018年底，交通运输部启动实施了
长江干线水上搜救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此
次演习是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以

“关爱生命，共护平安绿色长江”为主题，
旨在检验长江干线水上应急救助能力。

作为国家级大规模搜救演习，此次
演习将首次应用自航式收油船、自主遥

控水下机器人、航道多波束扫测、无人
机投放救生圈，无人机空中喷洒干粉灭
火等新型救助装备和技术。

“此次最大限度地调度了现有力
量，参演单位达31家，30余艘船舶参
与，将完成21个演习场景。”交通运输
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表示，演习科目设置
紧密结合三峡库区成库以来库区船舶
种类多、通航密度大、船舶大型化的特
点，吸取了近年来应对典型案例的经
验，有针对性地设置了深潜设备远程快
速投送、库区航道应急抢通、沉物打捞
等科目。

“希望通过此次联合演习，加快推
进重庆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建设，更好地
发挥重庆承启东西、沟通南北、通达江
海的作用，全面提升重庆各类水上突发
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市交通局表示。

国家级长江干线水上联合搜救演习
15日在涪陵举行

武隆全力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武隆

区卫生健康事业取得系列发展成就，老
百姓健康素养大幅度提升，就医环境大
幅改善，幸福指数大幅提高。”武隆区卫
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代林海表
示，近年来，武隆区以增进人民群众健
康福祉为出发点，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努力缓解人们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全力推动全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区级医疗卫生单位
年门诊量超30万人次

目前，武隆全区有各类医疗卫生机
构 332个，其中区级医疗卫生单位 5
个，即武隆区人民医院、武隆区中医院、
武隆区疾控中心、武隆区妇幼保健院、
武隆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作为全区医疗卫生机构的中坚力
量，区级医疗卫生单位不断提升技术和
服务能力，门诊量不断增加。2018年，
区人民医院门诊约22万人次，住院约
1.8万人次；区中医院门诊约3.9万人
次，住院约3400人次；区妇幼保健院门
诊约6.9万人次，住院约2600人次。以
2018年为例，区级医疗卫生单位的年
门诊量已达30余万人次。

特色科室建设方面，区级医院与市

内部分“三甲”医院建成了胸痛、脑卒中
等专科联盟；区人民医院和区中医院微
创、疼痛等6个专科成为市级特色重点
专科，区人民医院麻醉科成为市级重点
专科，区中医院建成肺病科、老年科设
置，区妇幼保健院孕产期保健专科入选
第三批重庆市妇幼保健重点专科。

基层医疗机构
实力不断提升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是医疗卫生服
务网络的网底，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及幸福指数息息相关。筑牢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网底，对破解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武隆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区
160个行政村（不含27个乡镇、街道所
在地村卫生室）均有1个政府投入建设
的标准化村卫生室，实现了全覆盖。据

了解，目前，武隆全区共有乡村医生
222人，具有中专和大专医学专业学历
的乡村医生50人，占22.5%；具有执业
助理医师资格的有24人，占10.8%，基
层医疗机构人才队伍不断优化。

硬件设施方面，全区乡镇卫生院建
筑面积达44659平方米，开放床位225
张。2015年以来，投入2000万余元实
施了12个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15
个乡镇卫生院污水处理工程建设、66
个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和配置基本医
疗设备，完成后坪等5个卫生院中医馆
建设；2018年投入2800余万元配置基
层卫生院全数字彩超、尿液分析仪、电
解质分析仪、救护车等医疗设备，基本
解决了基层医疗机构医疗设备欠缺问
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全区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

全面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释放活力

2017年9月全市全面推开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以来，武隆区按照“坚持公
益性、调动积极性、惠及老百姓”的总体
要求，扎实推进各项改革任务，让全区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释放出了改革活力。

实施“两取消、一调整”。2015年
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以来，区人民医

院、区中医院每年药品让利患者1000
余万元。2017年9月9日，区人民医院
和区中医院取消药事服务费，区妇幼保
健院取消药品加成，同时完成首批439
项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并执行医保
报销和财政补偿配套政策。

推进专科联盟建设。大力推进专
科联盟建设，在区人民医院成立胸痛和
脑卒中中心，同时区妇幼保健院与涪陵
中心医院、重医儿童医院，区中医院与
涪陵区中医院，区人民医院与陆军军医
大学新桥医院麻醉科、市肿瘤医院、重
医儿童医院，鸭江4个卫生院与涪陵中
心医院建立胸痛和脑卒中专科联盟。

下一步，武隆区将按照健康中国战
略要求，着力抓好医院党的建设、等级
创建评审、人才引进培养和智慧医院、
美丽医院建设等重点工作，努力实现老
百姓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目标，持续
全面提升武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王祥 董存良 图片由武隆区卫
生健康委员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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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医卫体制改革 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实习生 胡莉雯

11月14日上午，全国首届农民水
果（梁平柚）采收邀请赛暨重庆市第四
届农民水果采收运动会在梁平区举行，
第二届长江三峡(梁平)国际柚博会也
同期举行。该区将举行丰收时节采摘
忙、同心协力齐进仓、大显身手巧包装
等比赛，还有中国三大名柚高峰论坛、
梁平非遗文化展演、以中国三大名柚为
主的系列柚产品展销、梁平柚区域公用
品牌推广等系列活动。

“柚子全身都是宝，我们就是要做
足柚文章，推进梁平柚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不断完善产业链。”梁平区农业农
村委负责人称，除了春季赏花、冬季采
果，以梁平柚为原料还可以加工柚子果
脯、果糕、柚子茶、柚子酥、柚子精油等
系列产品。

15万亩生产基地提质增效

今年7月16日，重庆市地理标志
农产品保护工作推进会议在“中华梁平
柚海”举行。近年来，重庆加大农产品
地理标志品牌培育力度，梁平柚被成功
打造为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示范样
板。

梁平柚果形美观，色泽金黄，蜜甜
滋润，脆嫩化渣，营养丰富，有“天然罐
头”之美称，是中国三大名柚之一，早在
2008年就获得农业部首批地理标志农
产品称号，先后获得全国第五次、第六
次柚类评比“金杯奖”、第十六届中国国
际农产品交易展销会“金奖”等多项殊
荣。

梁平区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
刘兆俊介绍，2016年，中国柑橘研究所
针对梁平柚产业提出了“借力科技，促
进柚产业提质增效”的思路，并做了梁
平柚产业10年规划，提出构建“三带三

线”的区域布局。“三带”即东部早熟梁
平柚产业带、中部梁平柚核心产业带、
西部梁平蜜柚产业带；“三线”即渝万高
铁（高速）沿线（梁平段）、梁忠高速沿线
（梁平段）、达万铁路沿线（梁平段）。截
至目前，梁平柚生产基地面积达15万
亩，其中标准园110余个，面积突破3
万亩。

去年，梁平区成立了梁平柚产业发
展中心和以柑橘所、西南大学、果树所
专家为骨干力量的4个课题组，分别就
梁平柚品系选育、梁平柚优质丰产集成
标准化技术、梁平柚商品化处理及包装
贮藏技术、梁平柚精深加工技术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研究。

与此同时，梁平还建立了梁平柚品
种选优提纯机制，选育出龙滩405、园
艺场77-1等一大批优选单株；对产量
低、苦麻味重、商品性差的柚树进行高
接换种改造，对衰弱柚树实行淘汰新
植，对中华·梁平柚海的5000余株百年
老柚树挂牌保护；在重点生产示范区全
面推广柚果套袋、生态病虫害防治、营
养诊断施肥、科学修剪等优质高效新技
术；邀请浙江大学专家学者策划梁平柚
区域公用品牌，进一步提升梁平柚的核
心竞争力与影响力。

“我们产品的销售市场从川、渝、
贵、鄂等省市扩展到了北京、上海等全
国近20个省市。”梁平区龙滩柚子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张文辉说，目前大部分梁
平柚通过了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华云蜜
柚等通过绿色食品认证，龙滩柚子通过
有机柚认证，梁平柚优级果率达到66%，

“价格比过去高出20%-30%，百年老树
的果子价格达到了每斤二三十元，50年
老树柚果每斤也可卖5-10元。”

柚子节会点燃乡村旅游

据了解，全国首届农民水果（梁平
柚）采收邀请赛暨重庆市第四届农民水

果采收运动会，有来自全国23个省市
代表队、重庆33个区县代表队的领队、
教练及运动员共计400余人参加，中国
柑橘学会、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
学院等全国知名柚产业专家也齐聚梁
平参加柚产业高峰论坛，共同研讨柚类
产业现状，以及其优质、高效、健康发展
的路径。

“节会活动点燃了梁平的乡村旅
游。”梁平区文化旅游委负责人介绍，除
了柚果助农增收外，梁平还利用梁平柚
的品牌效应连年举办“柚花节”和“采柚
节”，推出“浪漫柚乡，甜蜜之旅”“双桂
田园，金秋梁平”“乡约梁平”等主题旅
游活动，极大地提高了梁平柚的美誉度
和知名度。

柚花集市、现场直播、线上预售梁
平柚、线下认养梁平柚树……在一年一
度的柚花节上，中华·梁平柚海成为推
广梁平柚的重要舞台。

距离梁平城区3公里的中华·梁平
柚海位于合兴镇龙滩村，是梁平柚的主
要产地，现有梁平柚万余亩，百年柚树
就有5000余株。柚海里有标准化柚园
5000亩、有机柚3000亩，空气清新，环
境优美。

近年来，梁平区按照“一环、四区、
三中心、多节点”布局，将中华·梁平柚
海打造为农旅融合的特色旅游景区和
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区。一环，即柚海
观光慢道环线；四区，即贡柚古道区、柚
香世界区、百年柚惑区、龙滩柚乡区；三
中心，即公共服务中心、产业营销中心、
科普研发中心；多节点，即瑞丰亭、刁家
院子、滑草场、七彩柚屋、高架桥等景
点。

“不但柚子卖钱，办农家乐也挣
钱。”依托这些柚子节庆，龙滩村村民严
官无办起了农家乐。老严不做普通的
饭菜，而是就地取材将柚子皮海绵部分
炸成柚皮酥，将柚子皮的黄皮片垫到碗

底蒸八宝饭，还做出了柚子酥肉、柚皮
炖腊猪脚、柚子珍珠汤、柚香粉蒸肉等
美食组成的全柚宴。

目前，“中华·梁平柚海”的农家乐
已有18家。

精深加工延长柚产业链

11月初，重庆柚香谷科技有限公
司（下称柚香谷）生产的柚子果糕、柚子
果脯、柚子茶、柚子酥、柚子汁等系列产
品走进了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特产店。

“柚香谷去年11月才落户梁平，今
年4月建成投产，现在专利产品就有
14个。”梁平区农业农村委专职副书记
张宏称，一年来，该公司先后研发出10
余种柚子精深加工产品，目前产值近
300万元。

柚香谷为啥如此厉害？公司董事
长周海华介绍，梁平柚营养丰富，最突
出的特色是精油和柚皮甙含量明显高
于其它柚类品种，有改善局部微循环和
营养供给的功效。他认为，梁平柚获得

“养生药柚”的美誉名副其实。
据了解，柚香谷项目总投资3.5亿

元，可年加工柚子5万吨。目前，公司
正与两位院士、10余位大学教授合作
研发梁平柚的精深加工产品。“梁平柚
含有纯天然的香味32种，除了加工食
品，还可以开发柚子精油，柚子白囊还
能生产婴儿尿不湿。”周海华说，目前他
们正与国外厂家商谈从梁平柚中萃取
原浆的项目。

“从柚花到柚果，再到柚加工品，我
们‘接二连三’做足了柚文章。”梁平区
相关负责人称，产业融合发展是产业化
发展必由之路，梁平区努力推进梁平柚
的研发加工，培育奇爽、柚香谷等大型
加工企业，着手建设闽商食品工业园，
开发梁平柚精深加工产品，延长了产业
链，提高了附加值，有效解决了小柚果
的出路，增加了果农收入。

从柚花到柚果，从旅游业到柚精深加工品——

梁平人做足了梁平柚文章

11月12日，在酉阳万木镇月亮村，村民采摘金丝皇菊。据了解，为助力脱贫攻
坚，解决农村闲置劳动力就业难，月亮村以“企业+基地”模式发展金丝皇菊500多
亩，让30多名农民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人均月收入近3500元。

通讯员 冉川 摄

酉阳：脱贫菊 采收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