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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时论
本报讯 （记者 孟涛）6月2日

起，重庆各幼儿园经核验后将陆续开
园复课。各幼儿园的开园复课工作
准备得怎么样？5月30日，重庆日
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制定疫情防控方案，组
织入园、离园流程演练

“我们制定了入园、晨检方案以
及全日健康观察流程。”沙坪坝区爱
弥儿幼儿园园长孙艺告诉记者，疫情
防控方案周密而详细。

“学生体温检测正常并进行鞋底
消毒后方能进入园区。”孙艺称，幼儿
入园后，工作人员还会按照“一摸二
看三问四查”流程，察看学生的精神
状态，喉咙、皮肤有无异常，询问学生
大小便及饮食、睡眠情况。根据观察
结果，向孩子们发放不同颜色的健康

卡，绿色卡代表正常、黄色代表需关
注、红色代表需服药。

“我们对教职员工进行了14天
的健康监测，并对他们进行防疫知识
培训。上线了一套晨检系统，把学生
每天的身体健康数据收集起来，可实
时自动推送给家长。”孙艺说。

北碚区水土教管中心组织水土
街道片区的公办、民办幼儿园开展了
开园复课培训，就新冠肺炎传播途
径、防控知识、饮食安全、清洁消毒要
点等作了详细的讲解。

奉节兴隆镇中心幼儿园开展了
教师及幼儿的入园、离园流程演练，
对校园环境进行全面整治与消毒。

做好心理疏导，缓解
幼儿入园焦虑

“面对疫情，孩子们不可避免

会产生焦虑、恐慌等情绪。”南岸
区春风幼儿园园长陈世利告诉记
者，在假期中，老师们定期组织了
线上亲子任务、疫情防控小课堂
等，通过“空中课堂”的方式，帮助
孩子们了解新冠病毒，消除恐慌和
焦虑。

渝中区红岩幼儿园园长窦作琴
介绍，该幼儿园和每位家长进行了电
话沟通，召开了线上家长会，向他们
介绍幼儿园在疫情防控方面做的准
备工作，缓解家长们的担忧。此外，
该幼儿园还组织线上儿童节活动，记
录这个特殊的儿童节。

两江新区蓝湖郡幼儿园则通过
组织拍摄互动视频，向孩子们讲解关
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绘本。孩子们对
新型冠状病毒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基
本防范措施也有了一定了解。

疫情防控措施检查
达标后方可开园复课

为确保开学复园工作有序开展，
各区县教育主管部门也积极行动起来。

奉节县教委相关负责人称，“我们
对县里的幼儿园进行检查核验，内容包
括疫情防控方案是否健全、防疫物资是
否充足、教职员工是否具备防疫知识、
是否设有独立的隔离观察点等。”

沙坪坝区组织相关部门人员组
成41个核验小组，针对6大板块、25
条核验指标，采取现场汇报、实地查
看、查阅资料、询问情况等方式，对幼
儿园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开展联合核
验。幼儿园有任何一个指标未通过即
被视为不合格，需整改直至合格后方
可开园复课。目前该区公布了辖区内
幼儿园开园复课首批核验合格名单。

孩子明起“回归”幼儿园准备好了吗
重庆各园多措并举：严格疫情防控，关注幼儿健康，做好心理疏导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记者5
月31日从市文明办获悉，受中央文
明办委托、由重庆市文明办录制的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未成年人心理
辅导系列微讲座》将于今天在全网上
线，为全国未成年人献上一份“暖心”
的礼物。

受疫情影响，一些未成年人出现
不同程度的焦虑、恐惧、抑郁等情绪，
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带来较大影响。

市文明办录制系列微讲座，旨在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加强心
理疏导和心理干预”的重要指示精神，
着力帮助未成年人缓解因疫情产生的
心理应激反应，引导他们正确认识疫
情、积极应对危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帮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系列微讲座共有10讲，每讲时
长5—10分钟，来自西南大学、陆军
军医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的10位全
国知名心理学专家紧紧围绕与疫情
有关的、影响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问
题开讲，主题分别为“运动赋能量”

“压力能转化”“高效管时间”“睡出学
习力”“同学是朋友”“沟通连亲情”

“手机是工具”“挫折是财富”“快乐可
寻觅”“生命有意义”。

记者了解到，该系列微讲座于6
月1日起每日上线1集，在中国文明
网、全国青少年心理健康辅导站微信
公众号等中央媒体以及各省市媒体
播出，我市“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
台、华龙网、上游新闻、第1眼等媒体
也将同步推送。

如何正确面对疫情

未成年人心理辅导微讲座今日上线

2020—33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住宅50年、商业40年、办公4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0年6月1日12：00－2020年6月22日12：00。公告期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
让方，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期内只有1家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本次公开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用网上交易，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竞买申请人可在公告期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www.cqggzy.com）进入重庆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查阅、下载。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人：王先生，联系电话：023-63628117。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备注：
一、报名网址及CA办理：
（一）本次公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交易报名网址为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网址：http://www.cqggzy.com）。

（二）竞买申请人应当办理CA数字证
书，凭CA数字证书登陆网上交易系统申请
报名、交纳保证金。

(1)大陆云盾电子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先生，联系电话：13647698351，
网上自助办理证书网址：https://cms.
mcsca.com.cn/cms/line/login

(2)东方中讯数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先生，联系电话：13983787460，
网上自助办理证书网址：http://os.ezca.
org:8001/easyca/netpay/

(3)江苏翔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联 系 人 ：任 女 士 ，联 系 电 话 ：

18883273962，网上自助办理证书网址：
http://www.share- sun.com/chongq-
ing/admin/login.aspx?unitname=cqg-
gzyjyzx

(4)金润方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人：程先生，联系电话：15922513181，网上
自助办理证书网址：http://onlineca.jin-
runsoft.com/UserOrder/Default/Index?
p=RkIzNzNBODgzRTYzNUJCNQ==

（三）竞买申请人在公告期内登录网上
交易系统并提交竞买申请后，交易系统自
动生成随机保证金帐号。竞买申请人应在
公告期内交纳竞买保证金至随机保证金帐
号，交款人需与竞买申请人一致，保证金账
户只接受银行转账或电汇方式，不接受现
金或现金汇款，不接受代交款和个人名义
交款。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0
年6月22日12:00。

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
影响您顺利获取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
金到账截止时间的1至2天之前交纳竞买
保证金。

如成功竞得，竞得人已交纳的竞买保
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宗地的定金，由竞得人
委托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支付至财政非税收入专户抵作土地出让
价款；如未竞得，可在成交日之后1个工作

日内办理退还手续，不计利息。
二、提出异议的方式与途径：
对本次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存

有异议的，应在公示期截止前以书面方式
向出让方提出；对出让交易程序存有异议
的，应在公示期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重庆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出。

三、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商业、商务、住宅类

序号

20065

20066

土地位置

渝北区两路组团S分区

渝北区两路组团S分区

地块规划编号

S31-2/03地块

S32-2/03地块

小计

S38-4/03地块

S38-5/03地块

S38-6/03地块

小计

土地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

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

土地面积
（㎡）
22195

25547

47742

25176

36674

34640

96490

总计容建筑面积
（㎡）
≤33293
≤38321
≤71614
≤37764
≤55011
≤51960
≤144735

最大建筑密度

≤35%
≤35%

/

≤35%
≤35%
≤35%

/

绿地率

≥30%
≥30%

/

≥30%
≥30%
≥30%

/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65625

133437

备注

该宗地总计容建筑面积为71614平方米（住宅）。

该宗地总计容建筑面积为144735平方米（住宅）。

20067 渝中区渝中组团C分区 C11-3/04地块 商业用地、商务用地、公共交
通场站用地、供电用地 7354.3 ≤55157.25 按规划要求 按规划要求 33418 该宗地总计容建筑面积55157.25平方米，其中商业27578.625平

方米、办公27578.625平方米。

本报讯 （记者 周雨 通讯
员 任悦）近日，意大利多家报纸刊
登文章表示，感谢重庆市荣昌区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寄给意大利医疗物
资，并期待今后在陶瓷领域与荣昌区
有进一步的合作。

去年 11月至 12月，来自意大
利、德国、美国、西班牙的10多位国
际陶瓷专家、学者、企业家受邀到荣
昌参加2019重庆“一带一路”国际陶
瓷论坛，就中外陶瓷产业合作进行了
深入交流，并酝酿合作融合发展。

今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
球蔓延，意大利成“重灾区”。荣昌
区政府在得知意大利、西班牙等国
抗疫物资匮乏的情况后，积极动员
组织辖区企业迅速筹备口罩、隔离
服和护目镜等防疫物资，通过各国
艺术家群体，捐赠了这批医疗防护
物资，解决了当地艺术家群体以及

医院的燃眉之急。
蒙泰卡夏诺市政府的官方脸

书账号于5月 29日发布了市长莱
奥纳多·卡特纳(Leonardo Cate-
na)写给意大利驻重庆领事馆的感
谢信，信中多次提到荣昌此次捐赠
对当地公共服务和众多家庭的巨
大意义。

意大利马尔凯大区的圣塞维诺
市 的 一 家 名 为《IL SETTEM-
PEDANO》的报纸报道：“有着80多
万人口的中国重庆荣昌区，是第一
批将医疗防护物资赠送到本市的城
市。”

去年曾参与“一带一路”国际陶
瓷论坛的匹兹克尼·卡洛教授(Piz-
zichini Carlo)5 月 17 号 在《La
Nazione》（意大利《国家报》）的个人
专访中特别感谢荣昌向他捐赠个人
防护物资。

意大利媒体发文感谢荣昌捐赠防疫物资

□本报记者 李珩 通讯员 尹蕾

新冠肺炎患者的出院标准是什
么？抗病毒药物如何使用？在医院
该怎么设置“三区两通道”？阿尔及
利亚当地时间5月25日，阿艾因戴
夫拉省医院内，中国政府援阿尔及
利亚抗疫医疗专家组副团长郭述良
教授分享的重庆抗疫经验，让阿方
医务人员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集结5批医疗队共计
209人支援湖北

郭述良是重医附一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主任，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他还有多重身份：重庆市
新冠肺炎市级医疗救治专家顾问组
副组长、万州片区专家组组长。

事实上，他只是重医附一院在
重庆抗疫一线中的一员。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该院快速响应，高度
统筹，科学管理，精准施策，在驰援

湖北前线、重庆抗疫一线和医院日
常诊疗三个“主战场”同时发力，抓
实抓细疫情常态化防控。

今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袭来。
重庆派出医疗队紧急驰援湖北，其
中，就包括重医附一院以“军队战时
速度”迅速集结的5批医疗队共计
209人。

“1月25日大年初一，我们就紧
急集结了第一批共20人的医疗队。”
重医附一院党委书记许平说，这20
人作为重庆市派出的首批医疗队成
员于次日下午抵达湖北孝感，战斗
至3月28日返回，做到了“若有战，
召必回，战必胜”。

据统计，该院医疗队在支援湖
北期间，累计管理病例1180人，其中
重症病例195人，危重症病例62人；
参与护理患者 923 人；心理评估
2205人次，心理干预759人次；中医
治疗433人；开展专家巡诊指导108
次，遍及武汉和孝感11个区县18家

医院；专家会诊54次；培训医务人员
89场次共5586人次。

率先提出患者分级管理举措

该院医疗队在湖北抗疫一线的
3个做法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工作
简报中列为典型做法或亮点工作：
一是该院医疗队率先提出患者分级
管理举措，对重症型患者早期识别，
对有基础性疾病老年患者特别分
组，便于早期干预；二是制定《东西
湖方舱医院医疗核心制度》；三是成
立新冠肺炎疫情心理睡眠联合干预
组，关注医务人员及患者的心理健
康。该院医疗队倡导的多队伍下方
舱医院协作模式被国家卫健委现场
指导组称为可供各方舱医院学习的

“样板”。
5月 13日，该院又派出8名专

家，踏上援非抗疫的征程。至此，重
医附一院共派出6批次217人奔赴
国内外抗疫一线，派出人数是重庆

医疗机构中最多的。

有序分阶段放开日常诊疗业务

在重庆抗疫主战场，重医附一
院及时研判疫情，第一时间建立防
控机制并成立专家组，发热门诊、隔
离病房等迅速投入使用。数据显
示，截至5月17日，医院发热门诊共
接诊患者4236人次，隔离病房共收
治患者114人次，其中诊断疑似病例
46例。

“在全力以赴抗疫的同时，日常
诊疗也在稳步恢复。”许平说，根据
疫情发展趋势，医院已有序、分阶段
放开日常诊疗业务，最大限度确保
病人安全。

目前，该院门急诊人次从春节
期间最低的837人次上升到现在的
11267人次，在院患者数从846人次
上升到2839人次，手术台次从11台
上升到435台。疫情防控期间，该院
还顺利完成2台肝移植、5台肾移植、
54台角膜移植手术，并成功开展市
外转诊的危重心肌炎患者ECMO救
治和中西部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
置换手术。

重医附一院在三个疫情防控“主战场”交出满意答卷

本报讯 （记者 孟涛）一颗颗大米
是怎样从农田“走”到我们的餐桌上的？
怎么区分水稻与小麦？5月31日，重庆科
技馆举行了“一颗米 讲稻理”科技·人文
大讲坛活动，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让
川渝儿童足不出户“吃”上一顿“科普大
餐”。

直播中，重庆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方
立魁博士和重庆医科大学张勇博士对大
米种植与营养、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等进
行了生动的讲解。

“我们可以不吃大米吗？”有小观众
问。“大米的能量密度很高，是蔬菜的35
倍，300g大米就能提供正常人一天所需

的能量。”张勇向直播间的观众解释。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科技馆也同步推

出了本次直播。
“此次活动，是重庆科技馆和四川科

技馆整合线上资源、搭建科普信息共建
共享平台、共同建设科普传播矩阵的一
次探索尝试。”重庆科技馆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为庆祝“六一”儿童节，重庆科技馆还
为全市儿童准备了4场线下展览——“探
索物联网想”“重庆优秀科学家风采展”

“超级病毒：科学防疫主题科普展”“塑料
狂想曲展”，为我市广大儿童奉上了一场
丰盛的科普盛宴。

一颗大米怎样从农田“走”上餐桌
重庆科技馆推“讲稻理”线上讲坛，为川渝儿童送上科普大餐

5月30日上午，重庆海昌加勒比海水世界正式开
园，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前去游玩，在水中享受清
凉。 通讯员 崔景印 摄/视觉重庆

享受清凉

5月30日，长寿区八颗街道石马村，留守儿童在老
师指导下制作稻草人，体验手工制作的乐趣，迎接“六
一”儿童节的到来。 通讯员 张异 摄/视觉重庆

做稻草人

关 注 “ 六 一 ” 儿 童 节

□饶思锐

又到“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全市所有
的儿童节日快乐！

毫无疑问，我们要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安全的环
境。安全的环境，是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的
前提，也是拥抱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基
础。国际儿童节设立的初衷，正是为了悼
念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反对残杀和毒害儿
童，以及保障儿童的生存权、健康权、受抚
养权和受教育权。可以说，儿童节最好的
祝福，就是让每一个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这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共同的
担当，更是国际社会的承诺。

我们都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康快乐成
长。但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个孩子

“都被温柔以待”——意外时有发生。从
带毒的玩具和食物，到潜在的暴力伤害；
从不安全的设备工具，到不合理、不细心
的设计；从不负责任的“粗心大意”，到不
完善的防护体系……公共安全方面的隐
患，在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

儿童节过后，全市幼儿园的小朋友便
要复课入园，至此全市大中小学、幼儿园都
将恢复常态。希望全社会以抓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为契机，努力创造安全的家庭
环境、校园环境、社会环境和网络环境，着
力维护公共安全，守护每一个孩子健康快乐
成长。

维护公共安全，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