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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雄：展现基层临床医生的良心与责任劳动筑梦劳动筑梦··榜样同榜样同行行7575
2020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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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20年，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
临床一线医生，他热爱自己的本职工
作，把对病人的关爱作为自己最崇高的
事业；面对每一位患者，他总是提醒自
己：要把自己最好的服务、最好的技术
回馈给他们，感谢他们的理解、包容、关
爱。他在平凡的工作中，谦虚谨慎，脚
踏实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位
基层医生的良心与责任。他就是重庆
市江津区中心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
师、2020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万雄。

冲向抗击“非典”第一线

2003年“非典”期间，随着返乡人
员的增加，江津同样面临严峻的防控压
力。作为呼吸专科医生，万雄感到了自
己的责任，他认真学习“非典”相关知
识，全区哪里有发热患者，他就奔赴哪
里，排除非典型肺炎疑似疫情。

繁琐的临床一线工作和四处的奔
波，让万雄疲惫不堪，但当江津发现首

例高度疑似患者的时候，当医务人员被
感染的情况下，他第一个提出申请，奔
赴隔离病房的第一线。在经过当地20
天的隔离后，病人最终转入重庆统一隔
离，并康复出院。

虽然找不到愿意为他们做饭的厨
师；虽然他们需要亲自处理患者的排泄
物；虽然返家后要面对个别邻居的有色
眼光，但万雄还是感到无比欣慰，因为
有幸能战斗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

带病抢救危重病人

万雄保持良好学习的习惯，持之以
恒地专研业务知识，及时了解国内外的
新进展和新动态，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
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呼吸疾病中的大
咯血和肺恶性肿瘤逐年成为威胁患者
生命的主要原因，新兴的支气管动脉放
射介入技术对此有较好疗效，但因为长
期的放射线对身体有影响以致少有医
生愿意去承担这项工作。

2011 年 8 月，还沉浸在初为人

父10多天幸福中的万雄接受安排，
外出进修学习这项前沿技术，凭借
良好的悟性和动手能力，经过3个月
即掌握了该项技术，信心满满地返
回医院，填补了肺科放射介入技术
在本地区的空白。

随着多数患者肺部肿瘤的控
制、咯血的根治，万雄的身体出现异
样，乏力、疲倦、长皮疹，脱发；一个
冬天的感冒比自己前30几年的感冒
还多。一天，他又莫名其妙地感冒
了，畏寒、高热，不得不休息。但这

个时候，同事收治的一个患者因患
支气管扩张出现大咯血并窒息，经
过一系列抢救，患者暂时恢复了生
命体征，但出血仍没有停止，危在旦
夕。外请教授来做介入手术来不及
了，外科手术风险极大，家属不愿意
承担。同事知道万雄在生病，但还
是给他拨打了电话。人命关天，不
容万雄有丝毫的犹豫。手术从准备
到结束仅用了1个多小时。手术患
者和家属真诚的感谢和信任的眼神
鼓舞着他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带队援鄂阻击新冠

2020春天，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作为一名呼吸专业的医生，万雄代表
江津区中心医院的全体同仁，作为江
津区首批援鄂医疗队队长，挺身而
出，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贡献一份力
量。

大年初二，医疗队到达湖北孝
感，经过与受援医院的对接，才发现

原来没有专门的传染病病房，只有
拿学生宿舍临时改建的隔离病房。
呼吸科和感染科病房人满为患。

没有中心供氧，每一瓶氧气需
要万雄他们人力搬上去；还能用的
急救设备不多，呼吸机是救命的东
西，容不得马虎，需要逐一检查。春
节期间，食堂员工已经放假，想回也
回不来，所以一日三餐都是盒饭。
最紧缺的还是防护物资。隔离病区
的工作紧张，危险，繁杂，他们利用
现有的条件，尽量做好严格的防护
保护自己，克服各种困难，完成采集
咽拭子等高风险的操作，对每个患
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不放弃每一
个危重症患者。

万雄所在的医疗队工作的 57
天中，共收治 93 名新冠肺炎确诊
患者，77 名患者治愈出院，没有一
名患者死亡。

潘锋
图片由江津区中心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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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尤）按照市委巡
视工作统一部署，截至10月14日，五届
市委第七轮巡视10个巡视组已完成对市
高法院、市委台办等27个被巡视单位党
组织的巡视进驻。

经市委批准，本轮巡视采取“一托二”
“一托三”方式，对市委台办、市住房城乡
建委（含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市公租房管
理局、重庆建工职院）、市医保局、市侨联、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市政府文史馆、市高
法院、市一中法院、市二中法院、市三中法
院、市四中法院、市五中法院等12个市级
部门及法院系统单位，重庆三峡学院、长
江师范学院、重庆三峡医专、重庆三峡职
院、重庆工贸职院、重庆旅游职院、重庆幼
儿师专等7所市属高校，重庆保税港区集
团、重庆粮食集团、重庆对外经贸集团、重
庆联交所集团、重庆三峡担保集团、重庆
进出口担保公司、重庆兴农担保公司、重
庆股份转让中心公司等8家市管企业，共
27个单位党组织开展为期2个月左右的
常规巡视。巡视期间，同步开展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选人用人情况专项
检查。

市委巡视组在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
与被巡视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或党
政主要负责人）的见面沟通会和巡视工
作动员会，巡视组组长传达了市委书记
陈敏尔在听取五届市委第六轮巡视情况
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了有关工作安
排，对共同做好巡视工作提出要求，被巡
视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主持会议并作
表态讲话。

市委巡视组组长强调，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管党
治党形势任务出发，对巡视制度进行了革
命性改造，确立巡视工作方针，明确政治
巡视定位。党的十九大后又作出一系列
新的决策部署，持续推动政治巡视深化发
展，巡视工作力度、广度、深度和效果大幅
提升。五届市委坚决向党中央对标看齐，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巡视工作部署，市委书
记陈敏尔多次就巡视工作提出要求，促进
巡视工作不断深入发展。开展五届市委
第七轮巡视，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督促
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举措，是加强作风
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现
实需要，是巩固改革成果、推进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抓手。各被巡

视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自觉接受
监督的意识，把接受巡视作为自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
维护”的过程，作为贯彻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和市委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过程，
积极支持配合市委巡视组工作，坚决完成
好市委交给的巡视任务。

市委巡视组组长指出，市委巡视组
将以“两个维护”为根本任务，对照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照
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党的理论路线方针
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对照被巡
视单位的职能责任和“三定”规定，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
治生态，坚持“两点”定位、“两地”“两高”
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要指示要求，聚焦
被巡视党组织职能责任，聚焦领导班子
和关键少数，结合行业领域特征，突出个
性特点，围绕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
策、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委要求，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落实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落实巡视、审计等监督发现问
题和主题教育检视问题整改情况，开展
政治“体检”，查找政治偏差。本轮巡视
特别强调，要加强对党中央关于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加快形成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新发展格局战略决策部署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制止餐饮浪费等重要指示
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被巡视党组
织把“两个维护”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具
体工作中。

各被巡视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
示，坚决拥护市委决定，将以这次巡视为
契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委要求上来，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主动接受巡视
监督，客观公正反映情况和问题，全力支
持配合市委巡视组开展工作。

巡视期间，市委各巡视组设置了专门
的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和邮政信箱，方便
广大干部职工和社会各界反映情况，受理
信访时间统一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15
日。根据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巡视组
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单位党组织领导班

子及其成员、其他市管干部、下一级党组
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及其他重要岗位
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
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

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
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范围的
信访问题，将按规定转被巡视单位和有关
部门处理。

五届市委第七轮巡视完成进驻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0月
1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有关方面
获悉，自我市启动“晒旅游精品·
晒文创产品”大型文旅推介活动
以来，新浪、腾讯、网易、抖音等多
个商业平台积极参与到“双晒”
中，营造文旅营销氛围，促进重庆
文旅产业复苏与振兴，实现了多
元共赢。

从今年6月起，我市启动了
“双晒”第二季活动，全市各区县轮
流上线“区长县长双晒直播”“区县
文旅精品荟”“云上文旅馆”等“双
晒”产品，全方位展示文旅亮点、拉
动文旅消费。目前，该活动已进入
后半程。截至9月底，有超过60
家媒体单位参与到宣传推介中，全
媒体传播受众超过29亿人次，直
接实现文旅消费上亿元，其中仅网
络媒体、商业平台受众就超10亿
人次，较好实现了“人气变财气”

“流量变销量”“宣传为产业助势”
的成果转化。

“双晒”第二季创新采用了多
平台同步直播的文旅推介形式，有
11个直播平台全程参与，不到一个
月就积累了上千万粉丝。特别是
从7月6日永川“双晒”直播起，每
个区县的直播专场关注度均达到
千万级水平，綦江、万州两场直播
的受众更是超过了3000万人次。

目前，华龙网、上游新闻、第1
眼、惠游重庆、重庆发布等市属媒
体“双晒”专栏都已初步形成粉丝
基础，产生了不少热议话题。新华
网、新浪微博、百度百科、去哪儿网
等头部平台也为“双晒”持续引流、

沉淀内容。利用淘宝、抖音、飞猪
等多平台协同打造“重庆文旅精品
馆”，把直播展示的500多款文旅
精品悉数收纳、长期运维，已吸引
300 多万网友进店，直接销售
1300多万元。

“本次‘双晒’不仅营造了文
旅营销氛围，拉动了重庆文旅消
费，也让我们实现了多元共赢。”
新浪重庆频道主编薛万鑫称，今
年“双晒”开展以来，新浪重庆搭
建了五大板块的重庆“双晒”第二
季线上专题，并运维重庆“双晒”
第二季官方微博、重庆“双晒”第
二季一直播账号等，以及为各区
县提供技术、后台等服务，更是打
通了微博、一直播、淘宝等多个平
台，为“双晒”提供多平台引流和
更畅通的观看购物体验。截至目
前，该平台“双晒”观看人次已突
破1亿，仅微博话题阅读量就超
过6400万。

腾讯大渝网旅游主编于蓓蓓
表示，自今年“双晒”活动启动以
来，腾讯大渝网几乎参与了每一场
直播，平均每场直播有10万到20
万人次观看、5万到10万左右的
点赞。

今日头条相关负责人欧阳悦
称，今年“双晒”以来，该平台专门
为“双晒”成立了直播团队，其中抖
音总部成立了含公共关系人员、审
核人员在内的5人小组，重庆公司
成立了含直播技术人员、后台运维
人员、直播间小助手、协调人员等
12人小组，轮流负责各区县双晒
直播。目前，抖音话题“#重庆双
晒第二季”播放量达1776.1万人
次；“重庆双晒第二季”专题推流
2000万人次以上。

网易重庆视频部主管汪远
雷表示，参与“双晒”直播，不仅
传播效果非常好，对自身平台的
发展也有很大作用，实现了多元
共赢。

多平台积极参与重庆“双晒”实现多元共赢

网络媒体和商业平台
受众超10亿人次

□本报记者 周松 实习生 张天杰

在网上购物、接受服务时，人们经常
会根据自己的感受，对消费情况做出评
价：“好评”或者“差评”。如果“差评”较
多，商家的信誉和经营将受到极大影响。

从前几年开始，南川区将这一评价形
式引入机关部门的作风建设中——推出

“最难办事科室群众评”，通过给“差评”科
室投票的方式，倒逼相关部门“好好干”：
提高行政审批时效和公共服务能力。

重庆日报记者10月14日从南川区
政府获悉，近日，这一制度被中央依法治
国办评选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项目。

“在该制度实行前我们调查发现，部
分干部不求有功、只求无过心态严重。”南
川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说，在正面激励的同
时，南川区开始思考能不能反向倒逼。

从2014年开始，南川区启动“最难办

事科室群众评”制度，将发改委价格和收
费管理科、规划局规划编制用地科、城乡
建委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公安局车辆管
理所等具有行政审批和行政服务职能的
近100个科室作为评议对象，每季度评出
10个最难办事科室。

“给公安部门抹黑了，大家压力巨
大，寝食难安。”南川区公安局交巡警支
队车辆管理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
们车管所在评选中，一次被评为第一，
一次被评为第十，让他们感觉压力山
大、责任重大。

事后了解得知，群众对车管所办理业
务速度、大厅秩序等多项工作都不甚满
意。为此，该车管所逐项制定了整改措
施，一方面坚持政治建警，严格落实“三会
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常态化执行“传
帮带”“交心谈心”制度，随时掌握民警、职
工及辅警思想动态。另一方面，在车管所
业务大厅设置导办台，安排导办员维护大
厅秩序；在人群聚集地设置自助服务机，

方便群众办事。同时利用“保险+邮政+
银行+医院+税务”等社会化渠道，大力开
展社会机构办理车驾管业务，有效提升了
业务水平，强化了窗口规范服务。在今年
7月的“民意监测群众满意度回访”中，车
管所满意率达到99.42%；8月份，满意率
为99.44%，服务质量和水平得到群众的
一致好评。

区教委基础教育科曾被评为“最难办
事科室”第七名，科长罗程主动对外公布
手机号码，24小时提供政策咨询，最多一
天接了53个电话，最晚的一次接电话接
到凌晨1点。办事群众纷纷来信反映：

“最难办事科室群众评，震慑作用大，干部
作风有很大好转！”

“差评”得高分，不但扫了“面子”，还
要影响相关负责人的“帽子”。据了解，南
川区纪委监委就曾多次对评议前10科室
所在单位分管领导（或主要领导）谈话提
醒、所在单位党委（党组）对科室负责人约
谈或谈话提醒。连续2次评议位列前3

的，免去科室负责人职务；连续3次的，免
去分管领导职务。截至目前，已开展评议
17次，谈话提醒分管领导170人次，对科
室负责人开展约谈 51人次、提醒谈话
119人次，免职4人。

“后来，随着干部作风好转，‘最难办
事科室群众评’变为每半年评一次，今年
已经扩展到了38个部门单位的105个科
室。”该负责人介绍，这105个科室不仅涵
盖了全区所有部门单位中具有行政审批
和行政服务职能的科室，同时还根据广大
群众建议，新增了水、电、气等与民生密切
相关企业的重点业务科室。

投票评选“最难办事科室”，让各单位
都感到了巨大压力。各单位纷纷主动厘
清权责边界，持续规范和优化行政权力的
运行，强化自身责任意识。经过多年的运
行，办事群众和企业普遍反映“现在路少
跑了、弯少绕了、办事时间缩短了”，干部
服务意识普遍得到增强，南川区法治环境
和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票选“最难办”倒逼“好好干”
——南川“最难办事科室群众评”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项目的背后

五届市委第七轮巡视进驻一览表

组别

市委

第一巡视组

市委

第二巡视组

市委

第三巡视组

市委

第四巡视组

市委

第五巡视组

市委

第六巡视组

市委

第七巡视组

市委

第八巡视组

市委

第九巡视组

市委

第十巡视组

组长

文 玲

何永革

蔡建国

张洪斌

朱 红

况才曦

涂放姑

李家发

程 曙

张晓春

被巡视单位党组织

市高法院党组

市一中法院党组

市五中法院党组

市三中法院党组

长江师范学院党委

重庆工贸职院党委

市二中法院党组

重庆三峡学院党委

重庆三峡担保集团党委

重庆进出口担保公司党委

重庆兴农担保公司党委

重庆对外经贸集团党委

重庆粮食集团党委

重庆联交所集团党委

市四中法院党组

重庆旅游职院党委

市委台办

市侨联党组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党组

重庆三峡医专党委

重庆三峡职院党委

重庆幼儿师专党委

市医保局党组

重庆保税港区集团党委

市住房城乡建委党组（市住

房公积金中心、市公租房管理

局、重庆建工职院）

市政府文史馆党组

重庆股份转让中心公司党委

联系电话

15123000332

15123000335

15123000337

15123000338

15123000339

15123000341

15123000343

15123000331

15123000346

15123000347

15123000348

电子邮箱

swxsz1@cq.gov.cn

swxsz2@cq.gov.cn

swxsz3@cq.gov.cn

swxsz4@cq.gov.cn

swxsz5@cq.gov.cn

swxsz6@cq.gov.cn

swxsz7@cq.gov.cn

swxsz8@cq.gov.cn

swxsz9@cq.gov.cn

swxsz10@cq.gov.cn

邮政信箱地址

重庆市A074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75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76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77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78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79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81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82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83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84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85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86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87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88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89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91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92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93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94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95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96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97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98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99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101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102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103号邮政信箱

本报讯 （通讯员 史令 王
宇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为干部成长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
要以担当作为点燃干事创业激
情。”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
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后，市委党校
（重庆行政学院）第一时间组织全
体主体班学员开展专题学习研讨。

学员们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为广大领导干部如
何解决问题、破解难题指明了方
向。总书记的谆谆教导，传递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历史使命、战略路径和行动纲领，
为广大学员解决实际问题、破解
发展难题提供了动力源泉和力量
信心。

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第2期
学员、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李电表
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性、指
导性、针对性都很强，必将成为长
期指引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

成长成才的强大思想武器。第39
期区县部门领导干部进修班学员、
南岸区委研究室主任李小舟认为，
新时代每一位年轻干部，都应将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作为修身治学、干
事创业的基本遵循。第68期区县
领导干部进修班学员，彭水县委常
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蒋孟轩表
示，将增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
我其谁的责任感、责无旁贷的使命
感，在实践中历练成长。第63期
市级部门领导干部进修班学员、市
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赵丽表
示，今后将自觉加强思想淬炼、政
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始终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工
作上的“实干者”“担当者”，以过硬
本领展现作为、不负总书记殷殷嘱
托。第75期市级机关处长进修班
学员、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服务
中心主任饶峻巍表示，在今后的工
作中将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实
际行动，为全市退役军人站好岗、
服好务。

以担当作为点燃干事创业激情
市委党校组织主体班学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青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