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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翔）3月21日
是第8个国际森林日，主题是“森林和
生物多样性”。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林业
局获悉，为提高全社会对森林的关注
度，引导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市林
业局计划在3月至10月期间开展系列
活动，大力推进全市2020年森林旅游
康养发展。

一是开展“线上发动”与“云晒森林”
活动。在3月21日国际森林日当天，发
布宣传海报，引导公众参与生态文明，走
进森林，关爱自然，认识森林的重要性，

宣传重庆自然保护地、森林康养基地以
及在全市开行的“森林大篷车”活动；“云
晒森林”线上互动，3月21日至3月30日
利用微信及微博平台，在线宣传重庆的
森林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传播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理念，开展“云晒森林”互动照
片征集活动，通过H5平台提交作品并参
与抽奖，提高公众参与度。

二是开展线下开行“森林大篷车”
活动。市林业局将以“森林大篷车”为
品牌结合“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主题，围
绕重庆森林生态资源的修复、保护、义
务植树、古树名木保护、森林旅游、康养
等重点，开展系列自然教育、科普宣教、
自然体验、生态养生活动，宣传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今年，

“森林大篷车”进自然保护地、进学校及
社区共21次，开展仙女山“自然观察
节”，可以通过关注“cq-ziranjie”微信
公众号获取详细信息。

三是各区县开展森林旅游康养活
动。待疫情结束后，全市各区县将依托
自然保护地，陆续开展森林旅游康养主
题活动。

重庆开展森林旅游康养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商宇 黄乔）记
者从3月21日举行的重庆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网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为进一步防控境外疫情输入风险，根据
境外疫情发展情况，我市决定新增澳大
利亚、马来西亚、希腊、捷克、芬兰、卡塔
尔、加拿大、沙特阿拉伯等8国为疫情严
重国家，加上前期公布的韩国、意大利
等16个疫情严重国家，总数增至24国。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综合办公室发布消息称，从3月21

日零时起，对过去14天内有上述24个
重点疫情国家旅居史的入境来渝返渝
人员，一律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
天并进行核酸检测。对过去14天内有
其他国家和地区旅居史的入境来渝返
渝人员，一律进行核酸检测并实施集中
或居家医学观察14天。我市将根据全
球疫情发展趋势，及时动态调整重点国
家和地区名单。

市卫生健康委通报称，截至3月
20日24时，我市所有区县连续25日无
新增确诊病例，现无在院确诊病例和疑
似病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23788
人，已解除医学观察 23675 人，尚有
113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专家指出，虽然我市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向好，但随着境外疫情扩散蔓延，
境外输入性疫情风险增加。同时，随着
复工复产、复市复消的推进，人员流动
和聚集增加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依然
存在。

专家强调，要把严防境外输入性风
险作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点，落实
航空运输、口岸检疫、目的地送达、社区
防控闭环管理措施，做好境外来渝返渝
人员管理服务。要加强分区分级精准
防控，完善居民小区健康管理，促进人
员安全有序流动和生产生活秩序全面
恢复，各责任主体要认真落实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措施，防止发生聚集性疫情。

进一步防控境外疫情输入风险

重庆新增8国为疫情严重国家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3月20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华森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华森制药）了解到，在大
健康产业新一轮大发展的市场机遇下，
华森制药将坚持“中西并重”的发展战
略，通过持续十年研发，力争推出3-5
个新药产品。

华森制药是我市的一家集药品研
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国家生物产业基地龙头企
业、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中
药先进工艺技术中心，设立有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和院士专家工作站，形成了院
士领衔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现已拥有
药品品种69个、发明专利52项。

“我们用于治疗便秘症状的产品长
松（聚乙二醇 4000 散），在国内同类药
品中，是首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
也是《国家医保目录》甲类和《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品种，在国内同品种市场占
有率第一。此外，六味安神胶囊和八味
芪龙颗粒于2019年进入《国家医保目
录》，其他多个主要产品在细分行业中
的医院市场份额排名位于前列。”华森
制药董事长游洪涛说。

在他看来，创新融合发展是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离不开政府
部门的长期规划和引导，此次我市举行
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给全市
医药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给医药
行业从业者极大的信心和决心。为此，
华森制药也将以现有业务为依托，快速

有序推进研发创新。
“2019年，华森制药和美国一家制

药企业展开合作，引入公司首个AN-
DA品种（美国仿制药申请）盐酸丁螺
环酮片。”据介绍，这是一种全球指南推
荐安全性较高的抗焦虑药，该药物已被
列入《国家医保目录》（2017年版）甲
类，并被收录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2018年版）中，目前国内尚未有同品
种产品通过一致性评价。

去年4月，华森制药还在美国纽
约成立了全资子公司，紧盯行业创新
前沿和国际先进技术，开展药物研发、

信息调研、药品技术开发服务与咨询
等工作，力求在创新药领域实现进一
步发展。

近年来，华森制药通过夯实现有业
务、搭建生产技术平台和设立国外创新
药研发窗口等步骤，逐步实现从传统中
成药、化学药到高端复杂制剂，最终实
现自主研发创新药的目标。

“我们将继续秉承‘中西药并重、两
条腿走路’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大创
新力度，通过持续十年研发，力争推出
3-5个新药产品，进一步做大做强。”游
洪涛说。

华森制药将紧抓大健康产业发展机遇

持续十年研发 力争推出3-5个新药产品

本报讯 （记者 李珩）3月20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职业病防治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召开的全市职业病
防治工作视频会上获悉，重庆尘肺病肺
康复站医疗服务模式有望在全国推广。

今年是实施《重庆市职业病防治规
划（2016-2020年）》工作的收官之年，
我市将持续实施健康企业创建、尘肺病
肺康复站试点建设、重点行业职业病危
害专项治理、职业健康监测评估等四项
重点任务。

作为全国率先开展健康企业试点
建设的3个省市之一，截至2019年底，
全市共创建健康企业72家，以“努力让
劳动者体面劳动全面发展”为宗旨，为
企业职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市卫
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处处长周康祥说，今
年我市将继续大力开展健康企业创建，
鼓励每个区（含两江新区、万盛经开区、
高新区）创建健康企业数不少于3家，
每个县（自治县）不少于2家。

为了让尘肺病患者更好地康复，我

市在城口县、开州区、奉节县、黔江区4
个区县探索建立了尘肺病肺康复站，
17个尘肺病肺康复站已初具规模。该
模式获国家卫生健康委高度评价，拟于
今年下半年在重庆召开全国现场会，推
广尘肺病肺康复站医疗服务模式。

今年，我市还将继续探索在尘肺病
患者100人以上的乡镇、街道全面推进
建设尘肺病肺康复站，在常住尘肺病患
者达到10人的村居，依托村卫生室建
立尘肺病肺康复点试点。

周康祥介绍，去年全市开展了矿山、
冶金、化工行业尘毒危害专项治理及水
泥生产、汽车制造和铅蓄电池生产等行
业领域专项治理工作，共涉及835家用
人单位。目前职业病危害申报率86%，
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率达92%。

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评估上，我
市将继续完善监测评估，逐步将监测点
向职业危害严重的中小微企业延伸，为
制定职业病防治有关政策、法规和标准
提供依据。

重庆尘肺病肺康复站医疗服务模式
有望在全国推广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3月2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教委获悉，为最
大程度保护广大考生权益，2020年普
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
体育招生和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专业考
试将延迟举行。

据了解，体育总局科教司日前发布
了《关于延迟2020年体育单招和高水
平统考时间及有关事宜的公告》，继续

延迟原定于2020年2月1日至3月15
日举行的冬季项目考试；延迟原定于
2020年3月28日至5月10日举行的夏
季项目考试；延迟原定于2020年4月
18日至4月19日举行的文化考试。上
述考试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组织，考
试时间另行通知，相关信息将在体育总
局官网、中国运动文化教育网和体教联
盟App及相关微信公众号上发布。

2020年体育单招和高水平统考时间延迟
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组织，考试时间另行通知

□本报首席记者 颜安
特约通讯员 吴长飞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在綦江区横
山镇，游客纷至沓来，享受这里别具特
色的景致和远离城市的静谧。

3 月 19 日，7 岁的婷婷在横山
NO.1研学基地和爸爸妈妈体验着亲子
互动项目，很是兴奋，“爸爸，夏天我还
要来这玩。”婷婷的爸爸拿起电话，预订
了该镇的避暑房。

伴随“康养+”的蓬勃发展，一趟有
故事可说、有美景可看、有项目可玩的
綦江之旅，让游客“想来、想留、想念”。

因地制宜，建设康养小镇

该研学基地所处的横山镇，平均海
拔1000米，夏季平均气温25℃。境内
80%地域位于最适宜人类健康“黄金养
生海拔线”范围内，核心景区森林覆盖
率超过90%。

3月16日，横山镇成功入选国家森
林康养基地名单。“除自然禀赋优异外，
横山镇区位优势明显。”綦江区民政局
局长冯永生介绍，该镇距重庆主城直线
距离仅50公里，一小时内即可抵达，是
离重庆主城最近的千米高山康养美镇。

他表示，近年来横山镇围绕“咫尺
高山康养地，轻奢慢活二居所”的发展
定位，开展“三养綦江·三想之地”的横
山实践，形成了“1211+N”的线上线下
养老服务体系，已成为集全龄养生、养
心、养老、旅游、居住、运动、文化体验为
一体的特色生态康养小镇。

聚焦服务，实现医养结合

身患风湿的重庆市民王先生，得知
以治疗湿病和郁病闻名的全国名中医
王辉武教授坐诊横山康养服务中心，一
路寻医而来，定居横山一舍。王辉武针
对他的病情，通过中草药“冬病夏治”，
使其渐趋康复。

横山康养服务中心作为全市首个
康养服务示范基地，兼具康养文化底蕴
和各类高端品质服务体验，能提供信息
集成、咨询接待、宣传展示、文化娱乐、
人文关怀、日间照料、居家上门、健康评
估、中医疗养等服务，成为广大中老年
朋友的生态康养乐园。

经过几年探索，綦江区完善了康养
服务体系，共组建360个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团队，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公
共卫生、健康管理、慢病管理等服务。

此外，綦江区还引进重庆禾康公司
开发智慧康养服务中心平台，采用“中
心带站、辐射带点，辅以机构”的运营管
理模式，通过康养平台和小程序实时了
解老人需求信息，并派发给站（点），将
康养服务做到实时化。

“康养+”，推进文旅融合

夜晚观星星，白天看云海。位于横
山镇九颐生态度假区的民宿“横山一
舍”，不仅有令人流连忘返的住宿体验，
还有“诗和远方”的情怀。

度假区负责人介绍，每年5月至
10月，有数万游客涌入横山镇。在盛
夏时节，游客往往需要提前几个月预订
民宿。

人气的聚集，激发了乡村活力。新
寨村建卡贫困户戴红云告诉记者，他们
的农副产品很受游客喜爱。横山镇党
委书记李钱松介绍，2019年，该镇农副
产品销售收入超过5000万元，带动当
地农民人均纯收入15000多元，其中，

贫困户家庭人均收入8000多元，同比
增长20%。乡村旅游还吸引了大批外
出务工人员返乡发展，或创办农家乐，
或从事种植养殖业。

据介绍，该镇成功引进袁隆平高科
技团队在横山设立有机稻谷基地，生产
高品质生态富硒横山大米，打造生态农
产品品牌“横山贡米”，目前已荣获国家
和欧盟“双认证”，被评为“重庆市十大
好吃大米”。

接下来，綦江区康养产业发展将
“多点开花”。在郭扶镇，总投资额约
110亿元的“綦江北纬29度康旅示范
小镇”正抓紧施工，建成后将成为西南
地区唯一一个具有高端康养医疗功能
的慢病诊疗医院；东溪古镇正深入挖掘
移民、抗战等文化内涵，着力打造国家
级文化特色小镇；国家4A级景区古剑
山风景区围绕“运动体验、禅艺康养、生
态旅居”三大主题，全力引进中高端避
暑地产、民宿酒店、佛文化和体育运动
公园等项目；老瀛山景区突出“地质科
普”主题，引进体验式、互动类项目，发
展大众科普教育旅游……

綦江围绕养生养心养老做文章

让康养产业发展“多点开花”
关 注 大 健 康 产 业

亚 洲：韩国、日本、伊朗、马来西
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

欧 洲：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
国、瑞士、英国、挪威、荷
兰、瑞典、比利时、丹麦、奥
地利、希腊、捷克、芬兰

北美洲：美国、加拿大
大洋洲：澳大利亚

重庆公布24国
为疫情严重国家

（截至3月21日）

3 月 19 日，大足
区万古镇玉清村智能
化育秧大棚里，农技
人员正在检查秧苗生
长情况。该智能化育
秧大棚集全自动播
种、喷灌、控温、控湿
等设备于一体，可使
谷 种 发 芽 率 高 达
95%，同等时间内比
传统育秧方式能多育
秧1－2茬，育出的秧
苗也更适宜机械栽
插，大大降低了人工
成本。

特约摄影 瞿波

智能化
育秧

机构名称：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万州中心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舒顶全
机构编码：000242500100801
机构住所：重庆市万州区电报路147号6楼南苑
成立日期：2020年02月11日
邮政编码：404000 联系电话：023-58130246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03月1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云阳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白超
机构编码：000242500235
机构住所：重庆市云阳县双江街道滨江大道外滩广场13号楼12-N7
成立日期：2020年02月11日
邮政编码：404500 联系电话：023-55788107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03月1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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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日前致电德国总理默克尔，就
近期德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代表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德国政府和人民表
示诚挚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强调，不久前德
国政府及各界以多种形式对中国疫情
防控表达慰问和支持。中方坚定支持
德方抗击疫情的努力，如果德方有需
要，中方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公共
卫生危机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团结
合作是最有力武器。中方秉持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愿同德方继续分享信息
和经验，加强在疫情防控、患者救治、疫
苗研发等领域合作，共同维护两国以及
世界其他各国人民健康福祉。习近平
强调，中方高度重视中德关系发展，愿
同德方一道努力，深化中德全方位战略
伙伴关系，促进中欧关系发展。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日前致电西班牙国王费利佩
六世，就近期西班牙发生新冠肺炎疫
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西班
牙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中方坚定
支持西班牙抗击疫情的努力和举措，愿
分享防控经验和诊疗方案，并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和支持。人类是命运共同
体，唯有团结协作才能战胜这一公共卫
生安全挑战。相信只要中西两国同国
际社会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取得抗击疫
情的最终胜利。我高度重视中西关系
发展，相信通过携手抗击疫情，两国友
好互信将更加牢固，互利合作更加紧
密，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日前致电塞尔维亚总统武契
奇，就近期塞尔维亚发生新冠肺炎疫
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塞尔
维亚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强调，中国和
塞尔维亚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和两
国人民“铁杆情谊”历久弥坚。在中国
人民全力抗击疫情时，塞尔维亚政府
和人民以实际行动给予中方有力支
持，我深表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塞方
抗击疫情的努力，将向塞尔维亚提供
防护物资和医疗器械援助，并协助塞
方在中国采购急需物资。中方还将派
遣医疗专家组赴塞，协助提升防控效
果，维护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我高度
重视中塞关系发展，相信在携手抗击
疫情过程中，两国患难见真情的传统
友谊将更加深入人心，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将得到深化和升华。

习近平分别向法国总统德国总理
西班牙国王塞尔维亚总统致慰问电

（上接1版）
要建设节水型社会，就要提高水资

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我市以区县为
单位，一个区县制定一个方案，针对本
区域水资源特点，对区域内工业、农业、
小区、学校等各个行业深挖节水潜力，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全面建设
节水型社会。“节水型社会的达标评审
包括11项指标，比如生活节水器具推
广、再生水利用等。”这位负责人说，通
过这些方式可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
荣昌区水利局通过建立用水节水管理
体系、用水量实时智能远程监控系统，

实现了用水流量监测、漏损监测、用水
数据统计分析和用水定额管理。同时，
全面升级节水器具收集雨水、空调冷凝
水等非常规水用于绿化灌溉、室外清洁
等方式，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仅机关
用水设施平均节水率便达到80%。

在渝西8个区完成节水型社会达
标建设的基础上，我市还将在其余30
个区县推行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建立
健全节约用水的体制机制，通过严格用
水定额管理，严格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
指标管理等措施，把节约用水贯穿于经
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渝西八区完成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