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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 （记
者 王琳琳）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统
计公报，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
命达到77.3岁，比2015年提高0.96岁，
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居于中高收入国
家前列。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见证了

“十三五”时期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的不
断提升。

人均预期寿命，指某年某地区新出
生的婴儿预期存活的平均年数。它是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阶段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综合指
标。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人均预期寿
命只有35岁，不到现在的一半。

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是影
响人均预期寿命的重要因素。“十三五”
期间，国家启动实施了妇幼健康保障工
程，2016-2019年，中央下达预算内投

资100.5亿元，支持594个妇幼保健机
构建设，投资规模较“十二五”时期明显
提高，项目地区妇幼保健机构基础设施
明显改善，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形象面
貌焕然一新。

特别是这一时期，我国通过健康扶
贫攻坚行动，使贫困地区妇女儿童的健康
得到了优先保障。目前，新生儿疾病筛
查、农村妇女“两癌”筛查等重大项目已覆
盖所有贫困地区，对患病贫困妇女儿童的
救治保障力度不断加强。

全民医疗保障是人均预期寿命提

高的另一重要因素。“十三五”期间，我
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覆盖率稳定在
95%以上。截至2019年底，我国参保
人数超过13.5亿人。2020年，人均财
政补助标准已达到550元以上，个人缴
费280元，基本实现看病就医有制度保
障。

2016年，我国发布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了健康中国建设
的目标和任务，我国卫生健康工作理
念、服务方式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人均预期寿命77.3岁

我国主要健康指标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松下幸之助曾说过：“顺应社会
的潮流和事物的关系，才是企业得以
发展的方式。”对于智能产业的领军
企业来说，他们的默契正是松下幸之
助所说的顺应潮流和事物的关系，也
正是这股力量推动着企业奋战在智
能时代的路上。

底层技术的潮流如千尺瀑布直
流而下，充盈了整个智能产业的湖
泊。

新的底层硬件基础实现智能产
业所需的储备数据、加速计算过
程。新一代芯片用于性能加速的硬
件、神经网络芯片、传感器与中间
件，是支撑人工智能应用的前提，同
时为整个人工智能的运算提供强劲
算力。

5G技术是实现大规模智能产业
化的通信基础，是实现智能和智能之
间的链接。在国内，百度、腾讯、阿里
巴巴、华为等企业，也同时在智能产
业的基础建设上发力。

如果说技术是智能产业发展的水
源，那么消费者参与其中的行为与数

据，则是让这潭湖水活起来的生物生
态，赋予智能产业以澎湃的生命动
力。智能产业在各领域的持续渗透也
在重塑人类与机器的关系。工业智能
化让工作效率得到提高，城市智能化
让城市生活更便捷，人类逐步通过人
工智能实现与机器更长时间、更高频
次、更深程度的共处。

这种人类与机器的关系，将在
日常生活中产生多大的涟漪，未来
将达到何种共生的境界，早已脱离
了科学的解释范畴，甚至会进入社
会学的领域。

无处不在的智能产业脉络
（选自《解码智能时代：从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瞭望全球智能产业》第二章第一节）

《解码智能时代》书摘

个人购书 团体购书

扫一扫 就购买

《解码智能时代》

畅享5G时代是有难度的，就像
我们当初讨论4G时，以为最大的变
化是网速，因为它比3G的带宽高了
一个数量级，而实际上4G成就的却
是移动支付。如果只是停留在技术
层面分析5G的未来，注定会过于狭
隘。

尤其是在经历2020年初新冠疫
情之后，整个社会经济被推着向智能
化快速转型。不论是外卖、教育、制
造、医疗还是新零售行业，都在快马
加鞭地进行着一场规模庞大的“智能
化实验”。

在这场实验中，我们看到了市场
对5G技术迫切而巨大的需求，5G不
是孤立存在于智能化领域的某种技

术，它的作用是成为每一种技术应用
的底层基础，为其他技术的落地提供
充分条件。往大了说，5G作为基础
设施，承担的是支持新一轮产业发展
周期的责任。

它几乎贯穿了整个数智化领域，
成为融合一切的虚拟桥梁，你能够在
所有的前沿科技落地中看到它的身
影。人工智能、物联网、车联网与云
计算等许多应用，都在等待5G的东
风吹来。就连智能手机厂商也在期
盼5G落地，进而引发新一轮的“换机
潮”。

是的，没人能够完全洞悉5G的
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所有人都等不
及了。

猜不到的5G未来
（选自《解码智能时代：刷新未来认知》第四章第一节）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
渝地监告字[2020]20号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以下宗地予以公告以接受社会监督，公告时间为2020年10月15日9:00－2020年10月19日17:00。若有疑问，请与重庆市自然资源利用事务中心联系。电话：63654101、63654102、63654105（FAX），联系人：朱先生

序号

X20121

土地位置

两江新区龙兴工业园A8-1/
01、A11-1/01号地块

规划用途

原用途

住宅、车库

现用途

住宅、车库

土地面积（㎡）

原面积

48652.37

现面积

48652.37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筑规模（㎡）

原规模

133891.92

现规模

133891.92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或计容规模（㎡）

原规模

127786.32

现规模

127786.32

应补交地
价款金额
（万元）

373.7721

原土地使用权
人

重庆两江新区
龙兴工业园建
设投资有限公

司

调整依据

该项目为划拨安置房项目，现已部分竣工验收，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将建筑面积133891.92
平方米（计容住宅127668.9平方米、计容车库117.42平方米、不计容车库6105.6平方米）
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由划拨调整为出让，补缴地价款。

X20122

X20123

X20124

渝北区两路组团F分区
F134-1、F135-1、F129-1、
F131-1、F131-2号地块

沙坪坝区大河沟109号地块

江北区华新街街道桥北村及
中兴段1号地块

商业用地、商
务用地、二类
居住用地

商业、车库

居住用地、学
校建设用地

商业用地、商
务用地、二类
居住用地

商业、车库

居住用地、学
校建设用地

116702

106.86

205086

120362.32（含地
上空间使用权面
积717.8平方米，
地下空间使用权
面积2942.52平

方米）

106.86

205086

402143.4

1392.99

1358969.14

602062.47

1392.99

1480722.24

402143.4

818.69

1029879

402143.4

818.69

1029879

970.99

21.3008

770.5872

重庆泽悦实业
有限公司

重庆市桥都食
品有限公司

重庆尖置房地
产有限公司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增加地上空间使用权面积717.8平方米、地下空间使
用权面积2942.52平方米，应补缴地价款601.449万元；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
途比例转换，不计征地价款，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190614.15平方米，其中负一层商业
10113.33平方米应补缴地价款369.541万元，车库148129.78平方米、幼儿园3185.34平
方米、配套设施29185.7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故合计应补缴地价款970.99万元。

该项目为职工集资住房，现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将1392.99平方米建筑（计容商业406.99平
方米、车库411.7平方米，不计容车库574.3平方米）分摊的106.8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取得
方式按原用途由划拨转为出让，补缴地价款。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测绘报告，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转换，其中：
11167.93平方米计容住宅转计容商业应补缴地价款770.5872万元；新明确不计容建筑规
模121753.1平方米（不计容车库110834.99平方米，不计容其他配套设施10918.11平方
米）不计征地价款。

X20125

X20126

两江新区两路组团C标准分
区C53-1、C55-1、C56-1、
C57-1、C49-12号宗地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K分区
K-B2-3-1/07号宗地

二类居住用
地、商业用

地、商务用地

二类居住用
地

二类居住用
地、商业用地、
商务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64511

39850.8

64511

39850.8

133067

99627

190085.87

139763.18

133067

99627

133067

99627

62.5325

102.6022

重庆怡置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重庆华远皓华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办公转商业1954.14平方米，应
补缴土地价款62.5325万元；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57018.87平方米（车库52187.28平
方米、配套200.5平方米、设备用房2487.4平方米、架空2143.69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转换，其中住宅转为商
业3800.08平方米，应补缴地价款102.6022万元；新明确不计容面积40136.18平方米（幼
儿园2204.1平方米、车库34215.16平方米、其他用房3716.92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

本报讯 （记者 黄乔）获得省部
级及以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表彰
奖励者，可纳入特殊人才职称评审绿
色通道！10月1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市人力社保局获悉，根据市职称改革
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2020年职称
申报评审工作方案》的通知，今年重庆
职称申报评审工作将于本月正式启
动。

我市将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令第 40号和渝人社发〔2015〕131 号
文件有关规定开展申报评审工作。申
报个人、单位及主管部门需于2020年
10月 20日 00:00以后登录重庆市专
业技术人员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专技
人才平台”）进行用户注册。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各系列（专

业）职称申报条件，采用国家和我市现
行条件相结合的原则，申报基本条件
（学历、任职年限）可按就低原则，由
申报人自主选择按国家最新文件或我
市现行文件执行，申报业绩条件须按
照我市现行的细化条件执行。

今年我市新增评审正高级职称但
尚未印发全市申报评审条件的（正高
级经济师，正高级农艺师、正高级畜牧
师、正高级兽医师、推广研究员，正高
级统计师），以国家已印发的相应系列
（专业）正高级职称标准条件为申报依
据。

同时，根据渝人社发〔2017〕67号
规定，职称外语、计算机考试不作统一
要求，由用人单位根据岗位需要自主
确定。此外，不将论文作为评价应用

型人才、民营企业人才、基层人才的限
制条件，除高校、研究系列外，其他系
列均取消论文破格申报条件。

重庆日报记者还了解到，根据《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职
称工作的通知》精神，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疫情防控经历视
同1年基层工作经历，视同完成当年继
续教育学时学分，报考或评审高一级
职称，可提前1年，对职称外语、计算机
应用能力不作要求，对论文不作硬性
要求，免于参加地方组织的考评结合
专业考试，且不受所在单位专业技术
岗位结构比例限制，同等条件下优先
推荐申报，评审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向
一线人员倾斜，疫情防控中的业绩贡

献列入职称评审加分项。
疫情防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是指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的卫生
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参加新型检测试
剂、抗体药物、疫苗、诊疗方案、病毒病
原学和流行病学研究等疫情防控科研
攻关一线人员等，具体范围按照国家相
关规定确定。

另外，根据市委组织部等部门印发
《激励专家人才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担当奉献的八项措施》精神，获得省
部级及以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表
彰奖励者，可纳入特殊人才职称评审绿
色通道。其中，具有副高级职称者可直
接申报评定正高级职称，具有中级及以
下层级职称者可直接申报评定副高级
职称。

重庆职称评审向疫情防控一线专技人员倾斜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0月 14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

“重庆好医生、重庆好护士”2020年第三
季度人物名单出炉，20名医务人员上榜
（见右表）。

近日，市委宣传部、市卫生健康委、市总
工会、市委网信办、市文明办联合开展“重庆
好医生、重庆好护士”2020年第三季度人物
现场评审。上榜的好医生、好护士来自全市

各医疗卫生机构，有坚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一线的疾控人员、有用“真善美”为患者重塑
信心的医护人员、有扎根基层守候群众健康
的乡村医生。

该活动旨在弘扬新时代医务工作者“敬
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
精神，激发广大医务工作者更好地服务大
众、奉献社会，推动全社会形成尊医重卫的
良好氛围。

“重庆好医生、重庆好护士”
2020年第三季度人物名单出炉

姓名
赵 寒
李启富
张 安
徐丽霞
张 帆
邓乾素
贾晋伟
彭 松
余 庆
李瑜霞
董世庆
张 鑫
殷晓奇
万 雄
盈明英
钟才能
刘恩丽
罗宣权
汤召范
吴丹丹

单位
市疾控中心
重医附一院
重医附二院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
市人民医院
市中医院

市急救医疗中心
市妇幼保健院
市公卫中心

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

沙坪坝区疾控中心
长寿区邻封镇石心村卫生室

江津区中心医院
永川区妇幼保健院
大足区智凤卫生院
荣昌区人民医院
忠县人民医院

巫溪县长桂乡金桂村卫生室
两江新区第二人民医院

科室
传防所传染病报告管理科

内分泌内科
重症医学科

胃肠新生儿外科
乳腺甲状腺外科

急诊科
呼吸内科
放射科

感染三科
主治中医师

妇科
理化检验科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孕产保健部
中医科

感染性疾病科
普外科

内一科

10 月 13 日，黔江区邻鄂镇
高坪村，“文物梯田”美如画卷。

海拔1100多米的高坪村有
2000 多亩称为“千丘田”的梯
田，是当地保存完整的大型农
田设施，被列入该区农业农事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文
物梯田”。2018 年，当地政府
动员种粮大户在此种植有机
水稻，并采用稻鱼 、稻虾、稻
鳅套种模式发展立体农业，将
梯田打造成了该区乡村振兴
的示范基地。时下，水稻成熟，
村民们抓住农时抢收，确保增产
增收。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文物梯田”
收割忙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记
者 白阳）在道路上正常行驶，却遭
遇专业团伙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敲诈
勒索？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碰
瓷”现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依
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
意见》，全面加强对此类违法犯罪行
为的打击力度。

在14日公安部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公安部法制局局长孙茂利
介绍，此次出台的指导意见针对

“碰瓷”手法多样的情况，进一步
明确案件的定性和处罚，统一了司
法标准和尺度，理顺了案件办理流
程，有利于公检法机关衔接配合，
准确适用法律，规范案件办理，确
保快速处理案件，依法严惩犯罪分
子。

指导意见明确，实施“碰瓷”，虚
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赔偿，符合刑
法有关规定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捏造人身、财产权益受到侵害的事
实，虚构民事纠纷，提起民事诉讼，符
合刑法有关规定的，以虚假诉讼罪定
罪处罚。

根据指导意见，“碰瓷”团伙若有
撕扯、推搡等轻微暴力行为，或者故
意制造交通事故进而利用被害人违
反道路通行规定等相要挟的，符合刑
法有关规定的，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
罚。

三人以上为共同故意实施“碰
瓷”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
织，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符合黑恶
势力认定标准的，应当按照黑社会性
质组织、恶势力或者恶势力犯罪集团
侦查、起诉、审判。

“‘碰瓷’违法犯罪行为危害后果
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且易滋生黑恶
势力。通过制定专门的指导意见，震
慑和严惩此类违法犯罪活动，有利于
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
序，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孙茂利
说。

据悉，下一步，各级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将加强协作配
合，对“碰瓷”违法犯罪行为予以快速
处理、准确定性、依法严惩，依法及时
开展调查处置、批捕、起诉、审判工
作，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遭遇“碰瓷”怎么办？

两高一部发布的最新指导意见为你撑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