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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广大高血
压、糖尿病特病患者注意了！4月9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医疗保障局获悉，我
市启动常见病、慢性病门诊“互联网+”
医保服务试点，高血压、糖尿病特病患
者通过网上问诊后，可由医生开出电子
处方，医保在线结算，药品也可以快递
上门，让慢性病患者少跑路。

当天下午3点，家住渝北区龙山街
道芳草地自由港湾的张嘉贤成为首名

“互联网+”医保服务受惠患者。
张嘉贤先在手机上打开“重庆市急

救医疗中心”App，点击在线复诊后，
她挂了该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蒋宜

的号。
5分钟后，蒋宜发起了在线问诊，

“最近血压保持得如何？有没有头晕等
症状？”

在确定老人不需要调整用药后，蒋
宜开了电子病历和电子处方，经药师审
核后，张嘉贤点击电子处方结算，由于
老人是特病，医保报销后，老人只需支
付27.24元。随后，出现药品配送接送
界面，老人填好地址后，就等着药品送
上门就行了。

“我患高血压8年了，每个月都要
去特病定点医院开药。”张嘉贤说，跑一
趟不方便，还要排队，现在则方便多了。

“互联网+医保，主要是解决在线
特病报销和药品配送这两个问题。”市
医保局医保事务管理组组长朱刚令说，
本次试点先以糖尿病和高血压患者为
切入点，他们取得医保特病门诊报销资
格，就可通过其具备在线开具电子处方
资格的特病定点医院进行网上复诊、续
方，享受“互联网+”医保服务。

至于药品配送，市民可选择三种形
式拿到自己的药品：一是由医疗机构将
药品配送上门；二是医疗机构通过医保
信息系统将电子处方流转到参保患者
居住地附近的医保特病定点零售药店，
参保人凭社会保障卡到就近药店购药，

实现医保就医购药报销；三是医疗机构
通过医保信息系统将电子处方流转到
医保特病定点零售药店，由特病定点零
售药店为患者配送上门。

目前，“互联网+”医保服务率先在
渝中区试点，试点医院为市急救医疗中
心。市医保局计划还将在江北、南岸、
巴南等15个区县开展试点。

“报名参加‘互联网+’医保服务试
点的医疗机构已达30家，这些医疗机构
正在向有关部门申报互联网诊疗资格。”
朱刚令说，随着取得互联网诊疗资格医
院的不断增加，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参保
人享受到足不出户的便捷医保服务。

重庆启动常见病、慢性病门诊“互联网+”医保服务试点

高血压糖尿病特病患者可在线医保结算
本报讯 （记者 李珩）4月9日，

据市气象台预计，预计9日夜间到11
日白天，我市有一次较强雷雨天气过
程，日平均气温下降4～6℃。

此次主要降雨时段为9日夜间到
10日夜间，中西部及东南部地区中雨
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
时强降水、阵性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
气。过程累计雨量中西部、东南部地区
30～70毫米，局地100毫米以上；其余
地区10～3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0～
50毫米。

具体来看，9 日夜间到 10 日白
天，各地雷雨或阵雨，雨量中西部、
东 南部地区中雨到大雨，局部暴
雨，其余地区小雨到中雨。大部分
地区气温 12～24℃，城口及东南部
9～19℃。主城区：雷阵雨转中雨，气温
16～22℃。

10日夜间到11日白天，中西部及
东南部小雨到中雨，局地大雨，东北部
小雨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气温13～
19℃，城口及东南部8～15℃。主城
区：小雨到中雨，气温15～18℃。

雷雨将至 气温下降

本报讯 （记者 韩毅）4月9日，
携程旅游发布了首份疫中《国内景区

“预约旅游”报告》，重庆预约人气居全
国第二，仅次于湖南。

据介绍，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向好，全国文化旅游行业逐步有序复
工复产，现已有3400多家景区恢复开
放，并可以通过携程旅游在线预约购票。

根据携程旅游大数据显示，湖南、
重庆、上海、江苏、四川、浙江、北京、山
东、安徽和广东十大省市的预约人气居
全国前十强，其中排名全国第二。

其中，北京野生动物园、圆明园、自
贡恐龙博物馆、石家庄市动物园、上海
辰山植物园、重庆园博园等景区景点的
预约购票数量排名全国前列。

重庆景区预约人气居全国第二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4月 8
日，轨道集团发布消息称，随着轨道交
通客流稳步提升，4月10日起的工作
日，3号线上线列车增加1列。

据介绍，3号线碧津至举人坝段将
增加1列列车上线运行，发车间隔由
10分30秒缩短至8分30秒。同时，鱼
洞至江北机场T2航站楼段新增2列八
编组列车（替换2列六编组列车），主要
在九公里至龙头寺区段运行，届时八编
组列车上线数量最多达到20列。

随着新增列车上线，3号线将优化
线路运营组织方式，缓解人流较多的区
间乘客出行，将在鱼洞至江北机场T2
航站楼段开行多个小交路，即鱼洞至江
北机场T2航站楼为交路1，四公里至
江北机场T2航站楼为交路2，九公里
至龙头寺为交路3，开行比例为1:1:2；
碧津至举人坝段为独立交路。

轨道集团还将持续关注客流增长情
况，根据需要适时调整线路运营组织方
式，提升出行舒适度，助力乘客畅通出行。

今起轨道3号线新增上线列车

本报讯 （记者 周雨 通讯员
杨睿 刘原原）记者昨日从江津区重庆
江增船舶重工有限公司获悉，由该公司
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台6兆瓦超临界二
氧化碳透平压缩发电机组完成机械运
转试验，机组运行情况良好，达到设计
要求，顺利出厂交付用户，这对于推动
我国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商业化
具有里程碑意义。

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采用
S-CO2 布雷顿循环，是一种利用超
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工质的涡
轮发动机热循环技术，可实现较高的

热电转换效率并超越传统的蒸汽轮
机。目前该项技术正成为全球发电
领域的研究热点，透平压缩机是超临
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系统的核心
部件之一。

“我们自主研制的这款发电机组，
整机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谈到这
款最新研发成果，江增重工技术中心主
任周东难掩兴奋与自豪。

据悉，江增重工是目前国内唯一一
家取得兆瓦级超临界二氧化碳透平压
缩发电机组商业合同的厂家，产品从设
计到交付使用，整整历时3年。

重庆造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成功交付

近年来，蔺市镇聚焦“园林城镇、宜
居蔺市”，大力实施城镇绿化精品工程，
着力推进城镇建设管理、人居环境与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

目前，蔺市镇城镇绿地总面积达到
59.6万平方米，建成区绿地率33.5%，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6.6%，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11.11平方米，一座优美、生态、
宜居的小城镇初具雏形。日前，蔺市镇
被住建部命名为“国家园林城镇”。

强化综合创建

自启动国家园林城镇创建工作以
来，蔺市镇成立了以镇党委、镇政府主
要领导为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不
断强化人员、经费保障，成立创园工作
小组、落实专项资金、完善工作制度，创
建工作稳步推进。

在创建过程中，蔺市镇坚持城乡统
筹发展思路，注重经济效益和生态建设
效益共赢，不断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努

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宜居环境。
近3年来，该镇不断提档升级场镇

公共设施，场镇环境更为宜居，居民满意
度大幅提升；整治油化滨江路街道4.5
公里、升级改造人行道4.5平方米，场镇
道路实现全面优化；率先在全区乡镇中
建成园林式三级汽车客运站，建成了能
同时停靠200个车位的公共停车场和旅
游公厕7座；完成综合农贸市场整治，杜
绝了小摊小贩随意乱摆的现象。

结合创建国家卫生镇等专项工作，
蔺市镇积极开展市容整治攻坚行动，组
建市容市貌秩序集中整治联合执法队
伍，对各类占道经营、乱设摊点、乱停乱
放、乱搭乱建等违章行为，进行严肃查
处和纠正；对背街小巷和夜市临时占道
进行规范整治，确保建成区市容规范整
洁有序。

聚焦项目建设

在园林创建过程中，蔺市镇以科学

规划为引领，通过系统植绿、主动补绿、
见缝插绿、立体增绿等措施大力推进绿
化项目建设，蔺市场镇绿地面积大幅提
升。

坚持节约型、生态型、功能完善型
园林绿化理念，该镇编制了《涪陵区蔺
市镇绿地系统规划（2012—2020）》，围
绕蔺市镇“一心、一轴、两带、两片区”的
城镇结构，形成“一心、一带、两轴、多
点”的绿地系统格局。

同时，蔺市镇还高质量建设了皂角

湾公园、滨江公园等绿地和休闲广场，
公园内设施完善，花草树木品种丰富，
成为市民健身休闲的理想选择。通过
拆违补绿、见缝插绿、空地增绿、垂直挂
绿等措施，蔺市镇在场镇零星荒地、背
街小巷、卫生死角种植树木7000余棵、
新增绿地面积100余亩，实现场镇四季
常绿、色彩缤纷，群众对绿化满意度大
幅提升。

结合地势特点，蔺市镇还在铁路桥
下、道路堡坎、立面墙体等无绿区域采

取垂直绿化，种植香樟、桂花、木春菊等
乡土适生植物，培植凌霄、爬山虎等攀
缘植物，既起防护作用又能绿化灰色区
域。

彰显风貌特色

蔺市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积淀了君子文化、古桥文化等具有独特
气质的文化。已发现文物点46个，有
商周至汉代国家珍贵文物2000多件。

在创建过程中，蔺市镇在全镇推进
特色风貌改造，协调场镇风貌色调，规
整建筑立面及天际线，为场镇建筑赋予
新生的功能与形象；对雷家院子、云家
大院等市级优秀历史建筑，全部进行了
挂牌保护，凤阳村被评为全国第三批传
统村落。

蔺市镇自古以桥梁出名，在著名桥
梁专家茅以升开列的古桥名单中，蔺市
龙门桥、安澜桥双双在列。此外，安阳
桥、凤阳桥、八仙桥、锁南桥等均具有重

要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对这些古
桥，该镇在创建过程中均加以妥善保护。

另外，该镇还完成镇区了范围内
50年及以上树龄古树名木及后备资源
普查、建档、挂牌工作，古树名木保护率
达100%。

下一步，蔺市镇将重点围绕“一场
多园”、“自然山体”、“道路小区”等建设
载体，全面提升城市园林绿地建设与管
理水平，持续彰显蔺市镇生态、宜居、人
文、和谐的独特气息和魅力。

张锋 盛志信
图片由涪陵区蔺市镇提供

全面提升园林绿地建管水平

涪陵蔺市镇 园林古镇更宜居

蔺市镇位于涪陵城区西部，距
重庆主城50公里，自古便是涪陵的
重要集镇。沿江高速公路、103 省
道、429省道、渝怀铁路复线横贯全
境。全镇幅员面积163平方公里，辖
17个村和7个社区，人口5.2万人。

近年来，蔺市镇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先后获得全国特色景观旅游
名镇、全国文明镇、全国重点镇、中
国特色小镇等荣誉称号，古镇遗址
凤阳社区还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

链接》》
蔺市镇文化休闲广场蔺市镇文化休闲广场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重庆市城市管理局 重庆日报重庆日报 主办

走进国家园林县城走进国家园林县城（（城镇城镇））
系列之八

“明品福杯”2020重庆市全民健身摄影比赛征稿启事

一、组织机构
主办：重庆市体育局、重庆日报
承办：重庆日报文体旅事业发展

部
独家冠名：重庆明品福集团有

限公司
二、征稿时间

2020年4月10日—11月16日
三、征稿内容

拍摄重庆范围内全民健身、居
家健身活动；全民健身设施、保障以
及相关的文化传承、经济发展、社会
生活等内容。
四、征稿要求

（一）每个参赛者最多可以提交
5组作品参赛，每组作品可以是单幅
照片，也可以是组照，组照最多不超
过12张。

（二）拍摄工具可为胶卷相机、
数码相机、单反相机和手机，在不改
变作品原貌的前提下，参评作品可
以通过软件做适当处理，但不可用
合成等手法改变作品原貌，例如拼

接、删除、修改照片素材。
（三）只收取电子图片参赛，图

片统一为“jpg”格式，且精度不低于
1M。

（四）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且
拍摄日期必须在2020年1月1日之
后，不得盗用或假借他人作品，一经
发现立即取消参赛资格。

（五）本次活动不收费、不退
稿。对入选作品，主办方有权在出
版画册、邮折、明信片、办展及相关
宣传中使用，并不再支付稿酬。

（六）投稿者应保证其作品为原
创，并对该作品拥有独立、完整的著
作权，且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
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
的任何权利。凡上述保证落空导致
相关纠纷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投
稿者本人承担。

（七）比赛主办方保留对本次活
动的最终解释权。
五、奖项设置

一等奖：2名，各奖励现金3000

元+获奖证书；
二等奖：3名，各奖励现金2000

元+获奖证书；
三等奖：5名，各奖励现金1000

元+获奖证书；
优秀奖：30名，各奖励现金200

元+获奖证书。
六、投稿邮箱

投 稿 邮 箱 ：ydcq2019@163.
com 联系电话：（023）67527800

投稿时请注明作品信息，包括
作品名称、作者姓名及电话。
七、评选方式和时间

评委会由每个主办单位推荐2
名代表和市级摄影专家组成。4月
中旬开始，部分参赛作品在《重庆日
报》陆续刊登介绍。11月下旬初审
出100幅/组公示，11月底组织评委
会评奖并公开颁奖。

““明品福杯明品福杯””
2020重庆市全民健身摄影比赛

重庆富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晨金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重庆富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富城”）与上海晨金商

贸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重庆富城已依法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转让给上海
晨金商贸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形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上海晨金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清单中所
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立即向

上海晨金商贸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
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重庆富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晨金商贸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0日

注：
1.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12月31

日的人民币贷款本金余额，贷款本金余额以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的规定为准。借
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
付给上海晨金商贸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
负担的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等以有关
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 上述借款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重庆
富城或上海晨金商贸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

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
的合同或法律文书约定、规定的内容为准。

◆重庆富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23-1
联系人：贺戎 电话：023-88151169

◆上海晨金商贸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陆家浜路南开大厦19F
联系人 :王胤龙 电话：13520517027

序号

1

2

3

4

合计

借款人名称

重庆黑金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草堂煤矿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国平黑湾煤矿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綦江县长宏煤业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人民币/万元）

34188.00

6853.00

3999.00

3960.00

49000.00

担保人/抵押人名称

1. 彭玉国夫妇 2. 江苏华宇能源集团有限公司（2亿元最高额担保）、重庆国平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綦江县长宏煤业有限公司、重庆草堂煤矿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国平黑
湾煤矿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3. 重庆抱龙矿业有限公司 4. 重庆国平船务运输有限公司

1. 彭玉国夫妇 2. 重庆黑金实业有限公司、重庆国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綦江县长宏
煤业有限公司、重庆国平黑湾煤矿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3. 重庆国平船务运输有限公司

1. 彭玉国夫妇 2. 重庆黑金实业有限公司、重庆国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綦江县长宏
煤业有限公司、重庆草堂煤矿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3. 重庆国平船务运输有限公司

1. 彭玉国夫妇 2. 重庆黑金实业有限公司、重庆国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草堂煤矿
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国平黑湾煤矿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3. 重庆国平船务运输有限公司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4月 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
悉，我市农村“厕所革命”成效显著，截
至2019年底，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普及
率达到 79.67%，完成农村公厕改造
2450座，累计完成7407座。

在农村改厕工作中，我市采取区县
分类、村分档的办法，加强与生活污水
治理衔接，坚持数量与质量并举，做到

“建得好、用得上、用得久”。数据显示，
2018年以来，全市累计投入15.82亿
元，完成户厕改造87.99万户。

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黄明
会称，通过多年农村改厕工作，全市农
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由2009年的48.7%
提升到2019年底79.67%，群众对农村
改厕工作满意度达84.6%。

“2020年被确定为‘农村改厕质量

年’。”黄明会称，我市将通过规范验收、
对口联系、分片督导、第三方评估、群众
监督等方式进一步提高改厕质量。着
力从加强分类指导、强化综合施策、广
泛宣传发动等五个方面全面推进农村
改厕工作。力争到2020年底，全市一
类区县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90%、二类区县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85%左右、三类区县卫生厕所普及率逐
步提高。

我市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79.67%

作为全市十八个深度贫困乡镇
之一的酉阳浪坪乡，目前共建成投
用集镇集中供水厂一座、分散式饮
水池106口，全乡群众饮水水质、水
量取水方便程度均达标，全乡 546
户贫困户和 3310 户一般农户饮水
安全得到保障。图为新建成的浪坪
乡集镇集中供水厂（摄于4月2日）。

记者 齐岚森 摄

新水厂建成
居民饮水安全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