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25亩

试验基地种植展开。
项目前期理论研究成果在

中科院权威刊物《中国科学》上
发表。

项目前期应用成果在中国
工程院院刊《工程》上发表。

2017年

乌兰布和沙漠1万亩种植试
验一期4000亩展开。

治沙团队在新疆塔克拉玛
干沙漠展开试验。

2018年

四川若尔盖沙化草原沙化
区域800亩试验取得成功。

塔克拉玛干试验基地扩大
到3000亩。

2019年

乌兰布和试验基地尝试产
业 化 路 子 ，种 植 多 种 经 济 作
物。

塔克拉玛干试验基地扩大
到10000亩，大量种植牧草、高粱
等经济作物。

重庆交大治沙大事记

（资料来源：重庆交通大学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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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芸 通讯
员 牛燕 刘亚兰）看“万”千“盛”
景、尝“万”千美食、感受万盛的万千
风情——8月10日，在“晒旅游精
品·晒文创产品”大型文旅推介活动
中，万盛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以及
舌尖之美，在网友中引来大量点赞。

“今年‘双晒’比去年更火爆，
万盛的名气也不局限于旅游业，很
多商品一放链接就被秒杀，没能抢
到。”市民王敏敏带着一丝遗憾说，
前几天她列出一长串抢购清单，从
景区门票到民宿房间，从特产茶叶
到火锅底料，没想到网友太热情，
她在抢购中未能全部如愿。

在万盛工作近5年的东林街道
工作人员陈鹏，不仅习惯了万盛的
气候和饮食，也深深迷上这个第二

故乡。当晚直播开始前，他便动员
远在山东的亲朋守在屏幕前。他
说：“我不是本地人，但我热爱这片
沃土。让亲朋们通过‘双晒’直播看
看我工作的地方，让他们放心，也让
我自豪。”

万盛再次亮相“双晒”，除了引
发市民关注和点赞，也让无数身在
他乡的万盛人触景生情。

“万盛是我家乡，也是我梦想开
始的地方。”羽毛球世界冠军张亚雯
兴奋地观看了万盛第二季“双晒”，
黑山谷、石林景区等许多熟悉的画
面，瞬间打开了她的记忆之门：“每
一帧画面都展现出万盛的朝气蓬
勃、健康活力，让人自豪。我真诚地
请大家来做客，一起见山水观人
文。”

张禄福是土生土长的万盛人，
常年在外工作。观看直播后，张禄
福表示，这场“双晒”直播让更多的
人领略到万盛之美，也让身在他乡
的游子感到亲切。希望未来可以在
更多类似活动中看到万盛的身影，
也希望万盛的名气越来越响亮。

世界冠军张亚雯点赞家乡万盛“双晒”

“请来做客，一起见山水观人文”

本报讯 （首席记者 申晓
佳 实习生 张凌漪）8月7日，重
庆市“十三五”基础测绘数据资源建
设项目验收会暨成果发布会举行。
记者从会上获悉，重庆2018年启动
实施“十三五”基础测绘数据资源建
设项目，至今已完成全市城市规划
区域16480平方公里的1∶2000基
础测绘数据覆盖，该项目成果已广
泛应用于全市脱贫攻坚、城市建设
等领域100多项工程中。

“该项目成果质量优良，充分考
虑了山地城市的复杂地形地貌，且
积极开展技术创新，边建设、边应
用，对服务重庆市发展有巨大价
值。”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
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郭仁忠对项
目成果作出评价。

这项成果到底怎么用？该项目
相关负责人陈良超介绍，通过这项
成果，全市城市规划区域内实际上
形成了一张高精度的数据“肖像”，
地形地貌、农田、水系、道路交通、居
民地分布等各类地理信息数据清晰
可见。

“在脱贫攻坚领域，项目成果
能帮助我们摸清当地的家底。”陈

良超举例说，彭水三义乡是我市深
度贫困乡镇之一，属于典型的山地
区域，两条沟谷中间夹一座山坡，
平地面积狭小，自然条件艰苦。为
更有效地进行脱贫攻坚，市规划自
然资源局派出乡村规划师，基于基
础测绘数据资源，将三义乡的地
形、作物、村庄、道路、民房以及居
民分布等信息全部集成在一张图
中，形成一个数字沙盘，便于扶贫
干部准确掌握当地全貌，有针对性
地开展工作。同时，三义乡也能更
好地开展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项目
选址、乡村道路选线等基础工作，
决策更加精确。

目前，相关成果已在石柱中益
乡、丰都三建乡、万州龙驹镇、黔江
金溪镇和彭水大垭乡、三义乡的脱
贫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为因地制
宜制定发展战略提供支持。

此外，该项成果已在重庆轨道
交通规划线路勘察设计、隧道工程
可行性研究阶段调查、高压输电线
路工程、市内输水管道改造、机场铁
路选址等工程中得到运用，并辅助
完成多个区县的生态保护红线和自
然保护地勘界定标。

脱贫攻坚、城市建设再添得力助手

我市“十三五”基础测绘
数据资源建设项目成果发布

□本报记者 李星婷

位于内蒙古的乌兰布和沙漠是中国
八大沙漠之一，在蒙古语中是“红色公
牛”的意思。千百年来，它的脾气如其蒙
古语义一样，顽固、暴烈、桀骜不驯。

8月8日至10日，重庆日报记者赴
乌兰布和沙漠采访发现，来自重庆交通
大学的治沙团队，用他们的力学治沙技
术，自2016年在这里成功试种25亩作
物后，这几年不断探索治沙新路，将科学
治沙与生态恢复、产业化探索相结合，取
得明显成效。

今年，团队试种出原本不在阿拉善
盟和乌海市一带出产的华莱士甜瓜。这
一成果说明，经过“沙漠土壤化”试验的
沙土，正变得越来越利于作物生长。

沙漠里也能种出甜瓜

“这瓜好甜。”“乌海能种出华莱士甜
瓜？还是在沙漠里种出来的。”……8月
10日上午，在内蒙古乌海市德顺祥庭小
区对面，10余筐黄灿灿的华莱士甜瓜摆
上街头，很快就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品
尝、购买。

“我们是重庆交通大学力学治沙团
队，2016年来乌兰布和沙漠试验治沙，
这是今年试验基地里新种出的华莱士甜
瓜。”重庆交大治沙团队几名成员一边解
释，一边忙不迭地划开甜瓜请人品尝。

华莱士甜瓜个小，扁球形，一般一个
一公斤左右，熟透的外皮是黄绿色的。

为什么乌海市民对当地产出华莱士甜瓜
感到新奇呢？

原来，华莱士甜瓜是距乌海市大约
100公里的磴口县特产，与其相邻的阿
拉善盟、乌海、临河等一带都不产它。“我
们本地人爱吃华莱士甜瓜。七月份价钱
高的时候，要卖五六元一斤。”乌海当地
一位居民告诉记者。

8月8日下午，磴口水果老板陈容
特地来到重庆交大治沙基地选购成熟
的华莱士甜瓜。“磴口的华莱士甜瓜7月
份就过季了。”看着基地里即将陆续成
熟的华莱士甜瓜，陈容满心欢喜地说，
当地华莱士甜瓜上市期很短，治沙基地
里的华莱士甜瓜可以继续满足当地居
民的需求。

试验基地土壤更肥沃

为什么土壤化后的沙漠能种出华莱
士甜瓜？

专家们曾对磴口的土壤进行检测，
当地土壤有其他地方不具备的成分。重
庆交大治沙团队也曾采集过试验基地的
沙土样本送往西安检验。检验数据表
明，土壤化后的沙土里，7项有机化合物
以及铜、锌等11项指标全部合格，微生
物也非常丰富。

记者几年里数次前往乌兰布和试验
基地，发现在历经几年耕作后，基地不少
地方已出现生物结皮。生物结皮又称生
物土壤结皮，是由微细菌、真菌、藻类、地
衣、苔藓等与土壤砂砾粘结形成的复合

物。它好像土壤的一层皮肤，覆盖在基
地一些湿润的地方或植物的根部。

“干燥的沙漠是无法出现这种结皮
的，生物结皮对沙漠的固定和土壤抗风
蚀水蚀等都有重要作用。”力学治沙创始
人、重庆交大副校长易志坚说。

“一块地往往需要耕种很多年，才会
出现这种结皮。”当地村民张国民告诉记
者，结皮是土壤保水保肥能力的一种体
现，有这种结皮的地方，说明土壤肥沃。

8月9日，记者观察了在试验基地和
当地普通田地种出的向日葵、高粱、玉米
等。目测所见，试验基地里种出的作物
普遍要比普通田地里的长得高，果实也
更大、更多一些。

数据显示，治沙团队去年在试验基
地种植了高粱、辣椒、萝卜、土豆等经济
作物，其中萝卜亩产达到10000公斤，
番茄亩产达到8000公斤，其余作物的
亩产量同样高于普通田地。其实在
2019年 10月，阿拉善盟就组织专家对
乌兰布和沙漠土壤化基地核心示范区
的高粱进行了测产，其最高亩产达到
932公斤，平均亩产达到789公斤。而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全国的高粱
平均亩产量为324公斤。

试验基地里生态变好

8月8日，记者在试验基地看到，除
华莱士甜瓜外，治沙团队今年还种植了
番茄、萝卜、枸杞、辣椒等10余种经济作
物，共1500亩。每当清晨或傍晚，大型

灌溉机就会均匀地浇灌每块田地，让每
种作物都茁壮成长。

乌兰布和，这头野性的“公牛”，在科
学治沙的力量下，正露出罕见的“温柔”。

治沙还在继续。这个暑假，重庆交
大的科研团队陆续来到试验基地。土壤
组、植物组、水分组、微生物组，每个组负
责不同的数据测验。

“我们会采集不同地块的土壤，分析
保水量、营养值等。每周对同一种植物
的生长状态、果实、根系等进行对比，对
试验基地产生的微生物、生态环境变化
等进行记录、分析。”治沙团队成员聂启
霞说，有时团队两周就会形成一万多字
的分析报告。

事实上，治沙团队的各项科研成果
已获得中国、澳大利亚、摩洛哥等国发明
专利授权22项。试验基地的生态情况
也日益变好——2017年，团队特意安排
了200亩荒漠化试验基地。在这块基地
里，团队在沙漠土壤化后种上沙蒿、沙打
旺等耐旱植物，仅种植时浇了一段时间
的水，之后便不再管护，任其自由生长。
如今，这块地上的植物一年比一年茂盛，
起到固沙的作用。这也意味着，试验基
地的生态足以使荒漠植物在没有人工灌
溉的条件下自然生长。

点沙成绿 内蒙古沙漠种出1500亩果蔬
重庆交大治沙团队探索产业化，部分作物亩产量高于普通田地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通讯员
段东敏）8月10日，来自市卫生健康委的
消息称，通过医疗、医保、医药改革，我市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成效明显，医疗费
用增幅由此前的 28%降至 2019 年的
约10%。

10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医
院（市人民医院）门诊一片忙碌，药房窗
口已排了不少人。69岁的陈余涛正在等
着拿药。他患有膝关节炎，需要每周往
关节腔注射药物一次，4周一个疗程。“原
来一针药物要129.65元，现在便宜了20
元左右，一个疗程就少80元。”

据了解，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是深化
医改的重点任务之一，目的在于坚持和
维护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破除以药补医
旧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新机制，促
进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

2017年9月，重庆实施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全市237家公立医院（含部队医
院、国企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取消
药品加成的同时，实施医保药品集中带
量采购和非医保药品联合议价采购，并
调整439项医疗服务项目价格。2019年
12月，我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取消
加成，实行零差率销售，并同步调整一批

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改革让群众受益。由于患有心脑血

管疾病和高血压，58岁的王成江需要长
期服用一种名为苯磺酸氨氯地平的药
物。去年以来，定期在潼南区中医院拿
药的他发现药品降价了，“原来这个药是
20多元，只有14颗，能吃半个月。现在
只要1元多，有28颗药，能吃一个月。”

“因为苯磺酸氨氯地平属于集中带
量采购药品，以量换价，所以药价更低。”
潼南区中医院药剂科负责人说，除了高
血压药品，冠心病、肿瘤、糖尿病等慢性
病药品价格明显下降，不少人甚至从四

川安岳、遂宁特意过来开药。
潼南区中医院副院长黄卫华介绍，

该院药占比曾经一度占到60%左右，现
在逐年控制，药占比降到了30%以内。

“传统的以药补医局面已被基本打
破。”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我市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势头得
到遏制，医疗费用增幅由此前的28%降
至2019年的约10%；公立医院药占比由
44%降至2019年的31%。通过新的运
行机制，鼓励医院和医务人员通过提高
技术水平和提供优质服务，进一步增强
群众的获得感。

重庆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增幅降至约10%

药价便宜百姓高兴 以药补医基本打破

本报讯 （记者 王丽 实习生
唐苓铃）8月 11日，重庆医科大学发出
我市今年第一份高考录取通知书。毕
业于重庆市铁路中学的林秋宇以理科
583分的成绩，被重庆医科大学本科提
前批录取为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
培养计划（即全科医生培养计划）学
生。

11日上午，林秋宇从重庆医科大学
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邓世雄手中，接过今
年我市发出的第一份录取通知书。红色
的通知书上印着重庆医科大学建校时种
下的一棵黄葛树，象征着医学生对“初
心”的传承。

林秋宇是永川区吉安镇人，受父亲
影响，从小就崇拜救死扶伤的医生。“我
父亲就是一名医生，乡亲们都很感激
他。”林秋宇说，在自己心里，很早就埋下
了救死扶伤的种子。接到这份录取通知
书，意味着她在接受5年的定向医学生
培养后，将到签约的区县乡镇服务不少
于6年时间。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我市已连续
10年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
计划，由重庆医科大学具体组织实施。
培养计划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国家全
额承担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并补助生
活费，学生毕业后需要到定向区县乡镇

卫生院服务6年，本科毕业后的住院医
师规培可以计入服务期。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计划
招收对象为考生本人及其父母或法定监
护人具有我市连续3年以上户籍、且户
籍所在地性质为“乡村”属性的高中毕业
生，以及具有重庆市户籍的零就业家庭、
农村建卡贫困户家庭、城乡低保家庭的
高中贫困毕业生。

符合条件的考生在本科提前批填
报，执行重庆市本科二批控制分数线。
如生源不足，未完成的计划将通过征集
志愿方式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取，直至
完成计划。

据了解，今年重庆医科大学农村订
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计划招生名额为
112名，其中文科15名，理科97名。招
生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两类，被录取
的学生毕业后，将定向到我市万州区、黔
江区、丰都县、武隆区、开州区、云阳县、
奉节县等22个区县（自治县）乡镇卫生
院就业。

我市今年首份高考录取通知书送达

永川女孩被重医提前批录取

林秋宇（左二）以理科583分的成绩被重庆医科大学本科提前批录取。
实习生 唐苓铃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韩毅）8月11
日，“不凡奇迹 天下大足”巨量中
国大型城市推广活动在大足区启
幕，来自全国的知名网络达人、主
播、博主、媒体人士等齐聚大足，上
线多种互动新玩法，助力大足打响
城市品牌。

当天上午，在简短启幕仪式后，
由上述人士组成的“奇迹大足探访
团”兵分多路，实地探访了大足石刻
景区、龙水湖旅游度假区、双桥经开
区、大足荷花山庄、游龙葡萄园等
地，以“快闪”表演、互动手势舞等多
种新奇有趣的方式“解锁”大足自然
生态、人文历史的魅力，让摩崖造像

“动”起来，让阡陌田园“靓”起来，秀
出大足的高光时刻。

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等平

台还以“爱上大足的N个理由”为主
题，同步上线了多种互动新玩法，包
括达人打卡景点、抖音挑战赛等，邀
请市民、网民完成“全民任务”，参与
大足的城市品牌营销。

据介绍，当前大足区正在积极
推进文化兴区，加强大足石刻的保
护和研究利用，加快建设大足石刻
文化公园，着力打造国际知名旅游
目的地。“本次活动必将助推大足成
为重庆又一个打卡胜地。”该区相关
负责人称。

本次活动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
部、中共重庆市委网信办、重庆市文
化旅游委指导，大足区委、区政府主
办，大足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
区文化旅游委、巨量引擎渠道销售
管理中心承办。

“不凡奇迹 天下大足”

巨量中国城市推广活动启幕

8月11日，大足石刻，来自全国的知名网络达人、主播、博主、媒体人士
正在拍摄作品。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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