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李 1983 年在某企
业参加工作，2013 年 退
休，缴费年限为 30年。调
整后每月能多领多少养老
金？

首先，老李定额调整每
月可增加 42 元；然后，挂钩
调整，老李缴费年限为 30
年，按照3元／年来算，每月
可增加90元。

本次养老金调整后，老李
每月可以多领42+90=132元。

教
你
算

教
你
算

老郑1976年在某企业参加工
作，2011年在我市艰苦边远地区退
休，缴费年限为35年，调整后每月能
多领多少养老金？

首先，老郑定额调整每月可增加
42元；然后，挂钩调整，老郑缴费年限为
35年，按照3元／年来算，每月可增加
105元；最后，老郑符合倾斜调整中关于

“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
20元”的规定，每月可增加20元。

本次养老金调整后，老郑每月可
以多领42+105+20=16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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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7月 22
日至23日，由市教育考试院指导，重庆
日报主办的“招办主任@你”2020重庆
高校招生咨询直播活动举行。重庆大
学、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重庆邮电
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重庆工商职业学院、重庆三峡
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等8所在渝高校做
客直播间，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读今年
各校的招生政策等。

在重庆日报App平台，有约45万
人次收看了直播；在重庆日报抖音号，不
少考生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如就业、助学
政策、专业调剂等问题与“带货直播”的
学校招办负责人进行了交流互动。

重大和西大在渝计划招生
1650名和2300名

7月22日，重庆大学招生办副主任赵
欢做客直播间。他介绍，重庆大学99个
本科专业是与工业体系、城市建设体系、
现代信息服务业、经济文化建设配套的4
个专业群。学校工程学、材料科学、计算机
科学等10个学科的研究水平进入世界
ESI排名前1%，其中工程学进入全球前
1‰。今年重大在全国的招生计划为6400
名，其中重庆的招生计划为1650名。

西南大学今年招生总计划10100

人，在重庆计划招生2300人。该校今年
有103个本科专业招生，其中66个专业
分28个大类招生。今年该校新增物流
管理大类招生，物流管理、国际经济与贸
易2个专业恢复招生。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西大在重庆的公费师范生计划是
427人，招生专业涵盖中学教育的语数
外、物化生、政史地、音体美以及学前教
育、特殊教育、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等16个专业。

西政、重邮、交大都有新增
项目或专业招生

西南政法大学今年面向全国计划招
生4275人，在重庆的招生计划为1847
人。今年该校新增“新闻学+法学”“法
学+工商管理”“法学+英语”等3个双学
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面向全国
投放招生计划，是重庆市首个获批该项
目的高校。

重庆邮电大学今年在全国招生总计
划是5200人，涵盖信息通信类、计算机
类、自动化类等 16 个大类 40 多个专
业。今年该校新增“金融工程”“数据计
算及应用”“智能制造工程”“人工智能”
4个新工科本科专业招生。

重庆交通大学今年计划招收本科学
生6000名，在重庆有3258名本科招生计

划。该校今年新增了人工智能、数据科学
与大数据技术和环境科学与工程3个新
工科本科专业招生。该校与中国科学院
大学重庆学院等合作开设有“材料物理菁
英班”“中科曙光菁英班”“茅以升班”，旨
在培养综合素质高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学
生进校后再进行报名挑选。

3所高职在渝招生占计划
总数一半以上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今年在全国
共计划招生5500个，涉及9个大类54
个专业，在重庆的招生计划为4443人，
约占总计划数的81%。今年新增人工
智能技术服务、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两
个专业招生。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今年招生6000
名。其中重庆市的招生计划为5000余
名。今年该校加大了电子信息类、智能
制造类等专业招生计划，并新增互联网
金融、汽车智能技术、自动化生产设备应
用3个专业招生。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今年在
全国共招生4566名，比去年增加560
名，在重庆的招生计划为2427人，较去
年增加170人。除口腔医学、医疗设备
应用技术和药品质量与安全3个专业只
招收理科生外，其他专业文理兼收。

“招办主任@你”8所本地高校直播间聊招生
45万人次在线收看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7月 23
日，市教委发布消息，重庆市2020年中
考“联招”成绩查询时间为：2020年7月

24日12点。
考生可登录重庆市教委公布的分数查

询网址（www.cqzzxx.com），也可以关注“重

庆教育”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中考成绩。
若考生对查询到的成绩有疑问，请

持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于7月25日至
7月26日9点至12点、14点至18点，向
初中就读学校所在区县教育部门中招办
提出申请，市教委中招办统一进行成绩
复核并告知复核结果。

重庆中考“联招”成绩今日发放

本报讯 （记者 黄乔）2020年
我市养老金又涨啦！7月23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悉，按照
国家要求，我市从2020年1月1日起，
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本月底前兑现到位。

据了解，国务院决定，从2020年1
月1日起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范围为2019
年12月31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
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
（不含2019年12月31日及以前已死亡
的人员）。国家要求各地以2019年退
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5%为高
限确定调整比例和水平。

据介绍，我市调整办法严格按照
国家要求制定。采取“定额调整、挂钩
调整、适当倾斜”相结合的调整办法。
具体为：

一是定额调整。符合调整范围的
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每人
每月统一增加42元。

二是挂钩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在
定额调整基础上，与本人缴费年限挂
钩，缴费年限每满1年，每人每月增加
3元，本人缴费年限低于15年的，统
一按15年进行调整；机关事业单位退
休人员在定额调整基础上，与养老金

水平挂钩，以同类人员2019年 12月
平均养老金水平为基数，每人每月增
加3%。

三是倾斜调整。主要对高龄退休
人员、参加工作时间较早的企业退休
人员和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适当倾
斜。继续确保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基本
养老金不低于我市企业退休人员平均
水平。我市已经建立了退休人员高龄
养老金增发机制，符合条件的退休人
员仍按原规定享受高龄增发养老金。

需要注意的是，国务院批准的我
市艰苦边远地区为：黔江区、武隆区、

城口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
县、石柱县、秀山县、酉阳县、彭水县。

“在当前受疫情影响，财政收入放
缓，实施社会保险费阶段性减免政策，
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压力进一步加大的
情况下，适当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充分体
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对
广大退休人员的关心关怀。”市人力社
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市各级
人力社保部门和财政部门正抓紧组织
实施兑现工作，确保在7月底前将调整
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兑现到位。

重庆养老金
本月底前兑现到位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7月 23

日，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公布重庆市2020
年全国普通高校各类招生录取最低控制
分数线和全市考生的一分段排位表。其
中，普通文理类文科一本线为536分，理
科一本线为500分；全市共11117人上
文科一本线，42071人上理科一本线。

据悉，重庆市2020普通高考各批次
分数线包括普通文理类、艺术类、体育
类、高职对口类4个类别划线。其中普
通文理类分文史类和理工类，文史类本
科第一批控制线为536分，本科第二批
为443分，高职专科批为180分；理工类
本科第一批为 500分，本科第二批为

411分，高职专科批为180分。
根据一分段排位表（即全市考生按一

分之差进行排位，含加分），普通文理科类
文科666分以上的有15人，600分以上的
1835人，共11117人上文科一本线；理科
707分以上的有 21 人，600 分以上的
7924人，上理科一本线的共42071人。

11117人上文科一本线 42071人上理科一本线

全市考生的一分段排位表公布

传承创新中医国粹 针灸诊疗便民暖心

7 月 21 日下午，
璧山区中医院的针灸
康复科病房。

患者冉世华正
在接受针灸治疗，其
肩背部的重要穴位插
满了密密麻麻的电
针。据了解，他是颈
椎肩盘突出压迫神
经，导致颈肩疼痛，夜
晚难以入睡，听说中
医院针灸康复科技术
精湛，就到科室进行
了三次针灸治疗。当
护士细致地拔完所有
电针，他用力地舒展
了手臂，洋溢着笑容
说道：“感觉没那么痛
了，今晚可以睡一个
好觉了！”

这仅仅是针灸
康复科成功治疗患者
的一个细小缩影。这
些年来，该科室以弘
扬中医文化为己任，
同时兼收并蓄、中西
合璧，谋求传统治疗
和现代技术的融合发
展，始终以守护患者
的生命健康为发展理
念，为广大患者谋求
更多的健康福祉。

筚路蓝缕三十年
成就市级重点专科

走进璧山区中医院针灸康复科，浓
浓的中医气息扑面而来，古朴的中式茶
色镂空装修，摆放整齐的医疗设备，操作
规范的各项针、灸、推、罐，护士们轻言细
语、体贴入微，医生更是手法专业、一丝
不苟。

“科室能有现在的规模，离不开所有
医护人员的勠力同心、无私奉献！”科室
主任杨大荣从23岁开始投入针灸事业，
她亲眼见证科室从最初的3名医生、5张
治疗床，到现在的31名医护人员、69张
住院病床、280 平方米的康复治疗区
域。风风雨雨30余年，科室凝聚了张庆
丰、杨大荣等三代人的耕耘奋斗，最终打
造成了重庆市市级重点专科。

科室设有专科门诊、住院部、针灸治
疗区和康复治疗区4个部分。科室人才
济济，医疗队伍专业，现有医护人员31
人，其中市级名中医1名，高级职称2
名，中级职称6名，硕士研究生5名，康
复治疗师5名，康复专科护士12名，他
们构成了科室的核心竞争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走进康
复训练室，电动直立床、智能下肢反馈康
复训练系统、四肢联动康复训练仪、膀胱
神经和肌肉电刺激仪、上肢推举训练器、
OT综合训练工作台、智能反馈康复训
练系统等现代康复设备逐一映入眼帘。
这些设备适用范围广、针对性强，为助力
患者重新恢复健康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
保障。

三大精品名片
打造专业优势科室

“我们始终把守护病人的健康放在
第一位。”杨大荣罗列了科室的“传统针
灸理疗、现代康复、风湿疼痛”三大优势
项目。她表示，不论是缓解身体疼痛、治
疗疑难杂症、还是重症病人的术后康复，
针灸康复科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有病痛，来中医院针灸科做针灸治
疗，已成为许多病人的首选。电针、推
拿、穴位埋线、火针、穴位注射、督灸、火
罐、小儿整脊、三伏贴……科室的传统理
疗项目众多，适合广大患者的健康需
要。其中，督灸是科室针对虚寒体质患

者在璧山区首家推出的治疗项目，极大
提升了当地群众的就医体验感和健康幸
福感。

“传统针灸结合现代康复技术，往往
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杨大荣强调
了针灸在治疗疑难杂症中的作用。之前
科室收治了一名被宣布了死亡通知的蛛
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当时患者半昏迷状
态、四肢肌肉萎缩、全身痉挛蜷缩成一
团，情况很不乐观。然而经过4个月的
针灸加现代康复治疗，这位患者奇迹苏
醒，甚至成功站立行走，顺利出院。事
后，杨大荣进行了家庭回访，“这位患者
现在在家里带孙子，颐养天年，身体恢复
得非常好！”

在现代康复治疗项目，科室尤其注
重医护人员的进修学习，引进新型、高效
的治疗方法。目前科室已派遣医师到西
南医院康复科、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上海华东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等
进修学习。后续科室将继续引进优秀康
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形成专业的医生+
治疗师+专科护士的康复治疗团队；引
进新的康复治疗设备，开展中风偏瘫、骨
折后、小儿脑瘫、脊髓损伤、周围神经损

伤等疾病的综合康复治疗。
在风湿疼痛项目建设中，科室参加

了西南医院免疫科联合重庆市卫健委成
立的西南片区风湿联盟，向西南医院医
学专家学习先进的、跟国际接轨的医疗
技术。通过交流学习，科室引进了多种
风湿免疫的专科用药及治疗设备。“我们
从长远性考虑，关注患者的愈后健康。”
科室副主任廖志成表示，科室主动“走出
去”，是为了更好地回归，践行救死扶伤
的初心和使命。

医护融合一心
营造优质就医氛围

“科室引入了‘超声药物导入’、‘中
医药物透入’、‘肌骨超声引导下的精准
穿刺’等技术，用中医药物结合现代物理
治疗，实现对患者的精准治疗。”杨大荣
解释道，药物超声是利用现代物理学方
法，使药物透过皮肤屏障定向、定位、定
速、地进入病变组织和器官，达到精准给
药、精准治疗的目的。这就好像是GPS
定位，实现精准地对“位”下药，达到高质
量、高水平的治疗效果。

在追求“精准治疗”的道路上，科室
从未停止脚步。今年，科室派了5名医
生外出学习前沿的肌骨超声、微创针刀
镜等技术。未来，科室将在肌骨超声技
术的引导下，继续开展精准穿刺、针刀镜
等精准治疗，致力为患者带来更精准、更
高效的治疗手段。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士对医生
的全力配合，是治愈患者的重要保障。

“我们的医护人员互相协作、相互配
合，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团队。”护士长朱
莉说。

配合医生的精准治疗，科室护理人
员全面实行“辩证施护”的精准护理。患
者来到科室就医，首先是医生精准辨症，
然后护士根据患者的情况，准确而细致
地落实每一项护理项目，扎扎实实地把
治疗和护理发挥最大功效。

从患者的入院到出院，护理人员始
终把健康宣教贯穿在每一个环节：入院
治疗时，护理人员进行饮食指导、传递养
生理念；出院后，他们进行电话回访，叮
嘱患者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平时一定
要多拉伸手臂，减少低头玩手机的时间”

“多泡中药浴足，有利于血液循环”……

护理人员从来都是“苦口婆心”，希望患
者把健康理念种在心田。“患者来到科
室，仿佛回归温暖的家园，离开时，他们
带着健康生活的理念和信心，重新出
发。”朱莉表示，有专业度、有温馨感的护
理方式，是科室追求的优质护理。

延伸温暖关怀
彰显社会责任担当

“白天要上班，没有时间来做针灸，
科室可不可以开展夜间诊疗啊！”许多上
班族患者纷纷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回应
患者的健康呼声，以缓解他们的燃眉之

“痛”，科室在得到医院的充分肯定之后，
迅速推出了17点到21点的夜间门诊，
为广大患者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科室的这一举措想患者所想，急患
者所急，既充满了人文关怀，又彰显了科
室的责任担当。此外，科室参加了由璧
山区卫健委牵头主办的中医药技术精准
扶贫。今年的5月到12月，科室医生到
乡镇医院传授中医技术，提升基层医生
的专业水平，为广大群众送去更优质的
健康服务。“我们科室的每一个医生对口
一个医院，做到责任明确、健康精准扶
贫。”廖志成表示，到乡镇开展义诊、进行
健康宣教，也是科室践行便民惠民的实
际行动。

一直以来，科室所有医护人员随时
随地把患者的需求写在心间，把提升业
务能力放在重要位置，一步一个脚印践
行着“服务热情化、治疗精准化、康复标
准化”的理念。

针灸康复科自成立30多年来，始终
以“弘扬中医文化，传承国粹精神”为中
心脉络，同时结合传统和现代、中医和西
医，创新发展医学专业内涵、医学技术水
平。“现在科室已经成为重庆市市级重点
专科，但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争取向国家
重点专科前进，为璧山区、重庆市乃至更
多患者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健康服
务。”谈及科室未来发展方向，杨大荣充
满了信心。

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卢廷淑强调，未
来医院将继续打造针灸康复科、肿瘤科
等更多的名专科、重点专科，形成名医名
科矩阵，致力于提高医院的服务能力和
专业水平，办人民群众满意的中医医院。

何月梅 图片由璧山区中医院提供

璧山区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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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7月23
日，由新华社与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联
合举办的“2020年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全媒体人才培训”在重庆日报报业集
团开班。

本次培训是新华社与重报集团进
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宣传思想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
彻落实中央和重庆市委关于推动媒体
融合向纵深发展的部署要求，构建中
央与地方省级党媒联动的新型主流舆
论格局，共同做大做强主流舆论阵地
的一次生动实践，旨在通过开展主题
讲座交流，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培养媒体融合背景下的全媒体人才，
讲好中国故事和重庆故事。

培训内容围绕“新形势下党媒集
团融合发展的创新与实践”主题展
开，采取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同步
进行。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主编、“刚
刚体”主创人员王朝，新华社新闻信
息中心副主任肖春飞，新华社总编室
全媒编辑中心副主任徐壮志，新华社
重庆分社副社长、总编辑王金涛作了
分享。

23日上午，王朝以拥有3000万粉
丝的新华社官方微信公众号为案例，
讲授新媒体标题技巧、文案写作、产品

创新和互动方法，展现了传统主流媒
体如何把握内容生产的“绝技”。在他
看来，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时，“内容为
王”永不过时。此外，要加强与网友的
互动，有互动才是新媒体。

当日下午，肖春飞围绕“新形势下
党媒集团融合发展的创新与实践”，讲
述了党媒集团夯实主阵地，拓展主渠
道，在网络舆论场上发挥定盘星和导
航仪的作用和意义。

据了解，近年来，重报集团融合发
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完成二级技术
平台和上游云建设，启动了市级融媒
体技术平台建设，建成移动传媒为主
的全媒体传媒体系，培养了一批全媒
体采编管理人才。接下来，重报集团
将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
媒体人才培养力度，加快推进党媒深
度融合发展。

做好新形势下党媒集团的融合发展

重报集团全媒体人才培训班开班

案例一 案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