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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区人民医院

优质护理传递爱与温暖
一所有温度的医院，才能孕育出

有温度的护理。让护理人员充分感
受医院的温暖与爱，才会激发她们将
这份爱传递到每一位患者身上。

近年来，璧山区人民医院着力打
造“以病人为中心”的优质护理服务，
让“有温度的护理”变成一种“标
配”、成为一个品牌、形成一种文化，
绽放出属于璧医的独特芳华。

温暖温情 人文护理育内涵

门诊护士亲切地迎上来，耐心地
问询、指引；

妇产科护士轻轻推开病区房门，
温柔地问诊、护理；

呼吸科护士正在教3位患者一
起做呼吸操；

……
一幕幕温馨的场景，源于璧山区

人民医院护理队伍的专业、责任与
爱，将护理“奉献、专业、人文、科学”
的精神时刻铭于心、化于行，不断拉
近着与患者之间“心的距离”。

“患难见真情。我感到与患者
距离最近的时候，就是驰援武汉的
那些时候……”璧山区人民医院第
二批援鄂医疗队护士长徐樱月说，
那是在她和团队刚抵达武汉方舱医
院时，收治压力大。她路过一位老
人的病床时，老人死死抓住了她的
手，满眼都是对生的渴求。这个眼
神将徐樱月深深震撼，徐樱月下定
决心要尽自己所能拯救他，拯救更
多人。她克服了物资、环境、心理三
重压力，用自己几十年的护理本领，
直到老人治愈出院。

“谢谢你，重庆的护士。”“虽然看
不清你的脸，但是听到你的声音，我
就觉得安心。”患者的这些话语，成为
徐樱月在抗疫一线奋战的不竭动力，
她参与制订方舱医院护理核心制度、
工作流程，推动方舱医院顺畅运行，
工作成效得到了国家卫健委的充分
肯定，荣获“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璧医
护理人挺身而出，36名援鄂护士用勇
气、担当、专业，谱写了属于新时代护
理人的英雄赞歌。她们对生命的护

佑，对病人的奉献，对责任的践行，都
是对护理人文精神的最好诠释。

全人全程 延伸护理铸品质

“李老师，最近身体状态如何？
右腿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5月
7日，家住金山花园小区的李勇接到
了璧山区人民医院骨科护士的回访
电话。他在今年1月由于右侧胫骨
中下段骨折到璧山人民医院治疗，2
月7日出院后，已经接到了3个回访
电话，关注康复情况、提醒日常注意
事项。“每次听到护士妹妹的声音，就
倍感温暖。”李勇说。

无论是对出院患者进行电话回
访、上门回访，还是走出医院开展延
伸护理服务、志愿服务；无论是落实
护理人员“首问、首接和首牵头协调
管理患者制度”，还是通过微信群持
续跟进患者健康管理等，无不体现着
璧山区人民医院从入院到出院、从院
内向院外、关注患者身心健康的“全
人全程”优质护理理念，以及不断延
长的优质护理服务线。整个过程，提
升的不仅是护理水平，更是百姓的健
康幸福指数。

专科专护 特色护理树品牌

在很多人印象中，护士只能打针
换药，或是当医生的助手。实际上，
随着优质护理的逐步深入，护理队伍
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尖子生”——

专科护士。据了解，璧山区人民医院
已有 126 名专科护士，涉及伤口造
口、静疗、血液净化、重症急救、手术
等15个专业，她们个个都有“看家本
领”。

前不久，85岁的蒋婆婆由于高
位肛瘘，周围组织坏死，伤口经久不
愈，到璧山区人民医院就诊。伤口造
口专科护士为其制定了个性化伤口
愈合护理方案，一个月的对症护理便
基本痊愈。“技术好，服务又好！没想
到护士也能看诊治病！”蒋婆婆激动
地说。

一科一特色，护理有专攻。璧山
区人民医院各科室围绕专科特色及
不同患者需求，凝练出独具科室特色
的优质护理文化与品牌，如ICU“微
视频探视”、心内科“爱‘心’之家”、
妇产科“托起生命希望之家”、肿瘤科

“防癌之家”、普外科“玫瑰之家”（关
爱 造 口 患 者）、肾 病 内 科“ 肾 友
圈”……为患者提供专业照护和心理
抚慰，为群众开展健康保健与延续护
理，赢得了广大患者、家属和社会的
广泛尊重。

近年来，璧山区人民医院先后荣
获“重庆市优质护理先进单位”“重庆
市优质护理服务案例20强”等荣誉，
连续4年第三方满意度调查均达到
90%以上。护士个人荣获“重庆市五
一劳动奖章”“重庆市优秀护士”“重
庆市优质护理服务之星”“璧山区最
美护士”等荣誉50余人次。

王凤 张啸寒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妇产科病房内，护士正在为产妇做产后护理。摄/胡悦建

一、比选条件
本项目为重庆市主城区

“两江四岸”夜市“开灯仪式”视
频制作，招标人为重庆重报传
媒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比选
条件。

二、项目概况
1.项目概况：
此次视频作品主要在重庆

两江四岸20栋楼宇及3座桥梁
立面灯饰媒体屏展示，视频内容
要求在开灯仪式上播放“最重
庆、最国际、最幸福”的重庆故
事，展示重庆发展新成就。

播放载体建筑点位包括江
北区：力帆中心、南粤银行、交通
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平安
银行、中国人保、国华金融中心
（2块屏）、农业银行大厦、江北嘴
大剧院、国开银行，丽晶酒店；渝
中区：海航保利中心、WFC环球
中心；南岸区：南坪南滨路工商
银行大厦、皇冠国际（2块屏）、喜
来登酒店（2块屏），及朝天门大
桥、东水门大桥、千厮门大桥等
三座大桥。设计制作需考虑多
个视角、独立呈现与统一联动的
关系，以达到最佳上墙效果。

2.招标范围：拍摄春夏、秋
冬两个视频（含脚本、原创音乐、
解说词等），各15分钟。

3.时间要求：8月15日，完
成视频制作成果并送审；9月10
日至30日，视频上墙调试；10月
1日，完成亮灯仪式。

4.质量要求：软硬件质量符
合国家及行业颁发的现行的有
关标准和规范，满足招标方的技
术要求。

5.本项目最高限价：400万
元整（人民币）。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 参选单位应是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企业，并未被法院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参选单位经营范围应包
括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类、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类、影视制
作类、视频制作类、活动策划
类、技术服务类、图文设计制作
类、多媒体技术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等相关内容中至少满足其
中2类。

3.参选单位应具有3年及以
上影视制作及项目执行经验（公
司创立3年以上，以营业执照为
准，提供公司营业执照）。

4.参选单位能够提供至少1
个影视节目（视频）制作、大型晚
会制作的合同及案例（3年内）作
为佐证材料，单项合作金额需在
100万元以上(提供合同及案例
复印件）。

5.参选单位能够提供至少
6人及以上文化类专业服务团
队为本项目进行全程业务对接
跟踪服务（文化类专业人员包
括：文学创作和音乐创作、影视
编导类、舞美专业类、动画制作
类等，上述人员需提供人员简
介及就职承诺书）。其中项目
团队负责人需具有二级导演
（副高）及以上职称，项目团队
所有人员均应拥有大型活动或
影视制作经验3年及以上（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

6.项目团队人员应列明项
目团队主创人员名单、人员具体
分工、项目任务及工作时间（格
式自拟）。

7.能够综合组织调动视频
制作资源、其他相关设施设备等
资源的能力（通过该公司已承接
项目案例进行判断）。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
标。

注：上述资质证明资料应提
供相关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鲜
章。

四、比选文件的获取
1. 凡愿意参加的潜在投标

人，从2020年7月3日至7月7
日（工作时间9点至17点）到渝
北区同茂大道416号重庆新闻
传媒中心1621办公室购买比选
文件。

2. 比选文件每套售价 200
元（递交投标文件时支付比选文
件的费用），售后不退。未购买
比选文件的投标人，将不予接受
其投标文件。

3.购买比选文件时，请携带
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人代
表身份证复印件。

五、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
间及地点

1. 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
间：2020 年 7月 10日 14时 30
分（北京时间）。

2.投标和开标地点：重庆市
渝北区同茂大道416号重庆新
闻传媒中心3610会议室。

3.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
地点，或未密封的投标文件，招
标人不予受理。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重庆日报》《上游新闻》《重

庆晚报》《重庆晨报》《重庆商报》
《iChongqing》上发布。

七、联系方式
招标人：重庆重报传媒有限

公司
地址：渝北区同茂大道416

号重庆新闻传媒中心1621室
联系人：谯老师
联系电话：023-68892211

重庆重报传媒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日

重庆市主城区“两江四岸”夜市
“开灯仪式”视频制作比选公告

□人民日报评论员

纵观全球，人们有这样一个普遍
共识：国家越安全，社会越安定，公民
的权利和自由就越能得到保障。6 月
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法》，并将该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
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
施。这部法律的实施，为“一国两制”行
稳致远提供了强大支撑，不仅将有力推
动香港重回正轨、重新出发，也将成为
香港居民权利和自由的坚实保障。

“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怎会有安
居乐业的家园！”去年香港“修例风波”
发生以来，人们对这句话深有体会。
在反中乱港势力的策划和怂恿下，香
港街头“黑暴”横行、“揽炒”成风，激进
暴力分子当街纵火、四处投掷汽油弹
和燃烧弹，暴力对抗警方执法，袭击、
禁锢、围殴警察和平民，私藏枪械和弹
药，放置爆炸装置，甚至进行炭疽恐
吓，制造恐怖主义事件……当起码的
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当正常的生
活生计都受到威胁，谈何安居乐业，谈
何权利自由？如今，人们已经看得很

清楚，那些煽动“黑暴”、策划“揽炒”的
人，正是香港居民权利和自由的最大
敌人。

一段时间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利
用香港在国家安全领域的“不设防”，
大肆从事破坏“一国两制”活动。不仅
如此，他们还将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
居民权利和自由相对立，刻意污名化、
妖魔化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以方
便他们进行各种分裂、颠覆、渗透、破
坏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实施，针
对的正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
行为和活动，这就是法律规定的分裂
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
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这四
类罪行。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这些
行为和活动，就是要维护国家安全和
香港繁荣稳定，更好地保障绝大多数
香港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好地保
障基本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权利自由从

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明确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应当遵循的重要法治原则，强调

“尊重和保障人权”。法律颁布实施
后，香港居民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
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包括
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
行、示威的自由在内的各项权利和自
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香港作为国际
化大都市，香港居民和法人与其他国
家、地区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等有着密切
往来和联系，这些正常的交往活动依
法受到保护，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毋庸讳言，这里还涉及一个深层
次问题，就是香港一些居民对国家的
了解和信任问题，特别是对内地法治
状况的了解和信任问题。经过改革开
放以来40多年的努力，中国法治建设
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步。正所谓“法

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中国内地是吸
引外资最多的地方之一，这本身就是
中国良好法治状况的体现。就刑事司
法制度而言，内地与香港相差不大，国
家安全机构在内地办案始终坚持严格
依法办事，并有严格的程序限制，怎么
可能到了香港反而变得无拘无束？近
年来，不少长期在中国内地工作、生活
的外国人以各种方式谈及，中国是世
界上最能给人安全感的国家，就是最
好的明证。

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切实贯彻落
实，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依
法得到充分保障，而且享有比港英时期
更为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这是举世公认
的事实。如今，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这个

“守护神”，香港居民必将更充分地享有
“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在更安全、更
稳定、更和谐的社会环境里生活、工作、
创业。清除了戾气和恐惧、恢复了安宁
与祥和的香港，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
天、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

（人民日报 7 月 3 日评论员文章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香港居民权利自由的坚实保障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全国人大
外事委员会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
过所谓“香港自治法案”发表声明。声明
全文如下：

近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
所谓“香港自治法案”。此举严重违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对香港事
务和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国全国人
大对此予以强烈谴责，表示坚决反对。

国家安全立法在世界各国均属中央
事权。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
家安全负有最大和最终责任。全国人大
常委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
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制定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完全是中国
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预。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法律针
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和活动，有利于坚决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维护香港法治、止暴制乱，有利于保障香
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有

关法律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高
度自治权的有力维护，将有利于确保“一
国两制”行稳致远，维护香港的繁荣稳
定。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中国政
府治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依据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不是
《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回归后，中国政
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宣示的对港方针
政策均已纳入香港基本法，得到全面有
效实施，根本不存在中方违反“国际义
务”的问题。

我们强烈敦促美国国会及一些政客
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包括香港事务
在内的中国内政。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
方必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坚决回应。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全国政协
外事委员会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
过所谓“香港自治法案”发表声明。声明
全文如下：

近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不顾中方

严正交涉，分别通过所谓“香港自治法
案”，恶意诋毁香港国家安全立法，严重
干涉中国内政，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中国全国政协对此坚决反对
并予以严厉谴责。

从去年“修例风波”以来，“港独”组
织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在外部势力支持
下，实施触目惊心甚至具有恐怖主义性
质的暴力犯罪，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
则底线，严重损害香港法治，严重危害国
家安全。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
本前提，事关国家核心利益，世界上没有
任何国家会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和活动坐视不管。《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针对的是
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
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
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惩治的是极少数严
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和个人，不仅不
会影响香港广大市民的基本权利和自
由，而且能够更好地保护香港市民享有

和行使法定的自由和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有利于促进香港基本
法的全面实施，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有利于维护香港的长期繁
荣稳定，有利于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
远，得到了包括广大香港同胞在内的全
体中国人民的坚定拥护和支持。美国国
会炮制出的所谓“香港自治法案”，关心
的绝不是香港人民的“民主”“自由”，而
是妄图牵制和遏制中国的发展。中国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
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
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
的决心坚定不移。美国反华势力的图谋
永远不会得逞。在中央的坚定支持和香
港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随着《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的实施，香港定将由乱入治，实现长治久
安，“东方之珠”必将重放异彩，更加璀璨
夺目。

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所谓“香港自治法案”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 坚决反对

（上接1版）
数据显示，1-6月，荣昌实现规上

消费品工业产值204.8亿元，同比增
长5.4%，为稳定工业经济基本面、推
动工业“由负转正”提供了重要支撑。

另外，荣昌积极有效的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措施，也为工业快速恢复
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年2月，受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荣昌规上工业增速
骤降39.42%，但从3月起，每月都实
现单月同比正增长，使1-3月、1-4
月、1-5月的规上工业增速分别收窄
至-6.62%、-1.38%、-0.2%。今年6
月，该区规上工业增速同比增长了
17%，成功实现了工业增速“由负转
正”。

全市工业发展最具活力的
区县之一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荣昌工业
近几年的发展让人惊喜：2018、2019
年，荣昌规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分别
为9.1%和10.2%，分别排全市考核组
第三名与第二名，是全市工业发展最
具活力的区县之一。

而推动荣昌工业快速发展的主要
动力也是消费品工业。

比如在陶瓷产业上，近年荣昌引
进了唯美陶瓷、惠达卫浴、金意陶、北
京创导工业、日丰卫浴、华兴玻璃、德
力玻璃等一批知名企业，投资总额超
过100亿元。其中，唯美陶瓷、惠达卫
浴、金意陶是全国排名前十的高端陶
瓷企业；华兴玻璃是亚洲第一、世界第
二的玻璃包装瓶生产企业；德力玻璃
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玻璃器皿
制造企业。

2019年，荣昌已投产规上陶瓷企
业 38 家，实现规上工业产值 83 亿
元。以上大型陶瓷、玻璃企业建成投
产后，预计可实现200亿元以上规上
工业产值。

在轻纺与眼镜产业上，荣昌近年
建成了中国重庆(荣昌)服装出口生产
基地、中国（重庆）眼镜产业园，已引进
投产重庆尚上服饰有限公司、重庆丽
海眼镜有限公司等28个企业，2019
年实现规上工业产值30亿元。

在食品产业上，荣昌近年先后引
进重庆琪金食品集团、紫燕集团、广东
温氏食品集团、重庆椿林食品等一批
重点项目，2019年共有规上食品企业
58家，实现规上工业产值145亿元。

另外，荣昌还拥有华森制药、灵方
生物、永健生物、澳龙生物等22家生

物医药企业，2019年实现产值73.3亿
元；拥有美国嘉吉、铁骑力士等34家
规上饲料工业企业，2019年实现规上
工业产值61.2亿元。

黄忠新说，荣昌的消费品工业，无
论是产业规模，还是生产门类，目前均
位居全市前列。

打造千亿级消费品工业
产业集群

荣昌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良志
认为，荣昌消费品工业能在近年实现
快速发展，首先得益于深厚的历史底
蕴。荣昌位于成渝交通要道，地势平
坦，历来都是物产丰富、人口稠密之地，
早在数百年前就形成了较为发达的陶
瓷、夏布、折扇等生产体系，荣昌猪、粉
条、卤白鹅等农副特产也远近闻名。

长期以来，这些产业均以作坊式
小规模生产为主，没有形成工业化产
业集群。近年来，荣昌区立足自身资
源优势和市场需求，采取“外引内培”并
重方式，着力让大数据、智能化为其赋
能，推动这些产业集群化发展、高质量
发展，使其成为荣昌新的经济增长点。

比如在纺织产业上，荣昌立足夏
布传统产业，一方面鼓励企业实施产
品转型，将过去以出口坯布为主，转
向开发各种以夏布为原料的家居用
品、创意产品，另一方面大力引进无
锡尚上服饰、湖南华升集团等大型服
装工业企业，推动该产业迅速转型升
级。

在陶瓷产业上，荣昌过去以生产
泡菜坛、酒瓶为主。近年来，引进唯
美、惠达卫浴、华兴玻璃等一批知名企
业，建设智能化工厂，产品拓展至建筑
瓷砖、高档卫浴、玻璃包装瓶、工业陶
瓷等各个领域，现已成为全市唯一的
陶瓷产业特色基地、西部最重要的高
端陶瓷主产区。

“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企
业和落后的技术！”荣昌区委书记曹清
尧说，荣昌位于川渝黄金接合部，可以
同时辐射成都、重庆主城两个特大城
市，是发展消费品工业的理想之地。
他表示，目前，荣昌正研究制定相关政
策措施，将依托现有的产业基础，整合
区内外、市内外、国内外资源，大力推
动消费品工业规模化、智能化、集群
化、高质量发展，大力塑造“荣昌味道”

“荣昌工艺”“荣昌品牌”，把消费品工
业打造成千亿级产业集群，把荣昌打
造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的消
费品工业城市。

荣昌工业的活力来自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