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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月1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西南大学获悉，由
该校牵头、中外科研人员历时10余年
研究出的一种土壤-作物系统综合管
理模式，能够在提高蔬菜单产的同时，
大幅减少肥料用量和温室气体排放，让
蔬菜生产更安全更绿色。

该研究成果由西南大学、中国农业
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等12个科
研单位的研究人员合作完成，相关研究
成果于近期在国际学术刊物《自然·食
品》上发表。

我国是全球第一蔬菜生产大国。
蔬菜是人们日常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品
之一，其生产过程既关系到食品安全，
又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

西大资环学院陈新平教授带领的
研究团队，联合青岛农大、安徽农科院
等中外多家单位的研究人员，建立起
全国蔬菜养分管理协作网，通过全国
联网田间试验、数据整合分析、生命周

期评价等研究方法，解决蔬菜资源高
效、环境友好、高产优质的理论与技术
问题。

课题组首次建立了我国蔬菜生产
系统的活性氮损失模型，采用生命周期
评价方法系统，揭示了近15年（2001-
2015 年）我国蔬菜生产系统活性氮损
失和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并在我国蔬菜
生产主产区试种13种主要蔬菜，开展
54个全国联网田间试验。

“团队研发出的土壤-作物综合管
理技术，综合考虑区域土壤气候特征和
作物养分吸收规律等，采用养分根层调
控和最佳作物管理技术，让蔬菜以最大
限度利用光温资源，提高蔬菜根系生长
和养分吸收，最终实现蔬菜生产系统高
产、低排放。”团队成员王孝忠介绍。

研究结果表明，团队研究出的土
壤-作物系统综合管理技术，平均提高
蔬菜单产17%，氮肥用量降低38%，温
室气体排放降低28%。

西南大学牵头研发出新型农作物系统管理模式

让蔬菜生产更安全更绿色

□本报记者 周松

“我只是做了一件小事。”谈及自
己洪水中勇救被困群众的事，2020年
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称号获得者、
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班长覃家
缓说，这也是每一名武警战士都会做
的事情。

覃家缓口中的小事，对于被困群众
来说，却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事情还得从去年7月16日说起。
当天，万州区五桥街道遭遇了41年来的
最强洪水，五桥河水位短短两个小时上
涨10多米。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
队机动大队官兵接到命令后，迅速赶往
受灾区域。

上午9时23分，武警官兵们到达

红星街道。洪水汹涌，街道两旁的老旧
房屋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救援官兵
发现，突然暴涨的洪水将大量群众困于
一处居民楼里。

现场地势狭窄复杂、水流湍急，水
中还夹杂着各种漂浮物，救援设备也进
不来、用不上，救援陷入僵局。

一边是等待救援、焦急哭泣的群
众，一边是陷入困境的救援官兵。

“我是党员，我是班长，我先上！”
正当大家为如何展开救援而着急时，
覃家缓站了出来，他在腰间拴好救援
索第一个跃入洪流。他不顾洪水漫过
脖子，不顾被漩涡一次次席卷，不顾污
物冲进口鼻，忍受着被碎石、铁丝、木
块划伤的疼痛，向居民楼方向游去。
他几次险些被洪水冲走，又被战友们

用绳索拉了回来……经过近半小时不
断与洪水搏斗，他终于游到街道对岸，
成功固定住绳索，在洪水中架起一条
救援的生命通道。

10时15分，经排查，有11名群众
被困于洪水中央居民楼内，且以老人小
孩和孕妇为主。覃家缓拿出攀登绳，搭
挂到二楼，徒手攀爬上去，奋力撬开了
防盗窗，将攀登绳固定好。经过近两个
小时的救援，覃家缓和战友们最终将
11名被困群众安全救出。

11时53分，覃家缓和战友们继续
展开拉网式搜索，挨家挨户搜寻被困群
众。当冲锋舟来到一居民楼下时，隐约
听到楼上传来小孩的哭声。“有人吗？
有人吗？”战士们冲着楼上喊话，但没有
任何回应。

“应该是小孩独自被困楼上了！”覃
家缓当机立断，准备继续顺着攀登绳到
楼上实施救援。可绳子被水浸泡后变
得湿滑难以攀爬，他和战友们尝试多次
未能成功，此时他的手上已被勒出道道
血痕。

“要不要等救援梯过来？”一名战友
问他。“时间不等人，继续努力！”他吼了
一声。覃家缓最终成功攀爬到楼上窗台
外侧，麻利地固定好绳索后，顺利将被困
小女孩营救了出来。

7月17日，覃家缓又先后转战6处
救援点，疏散劝离群众100余人，共解
救受困群众16人。

事后，有人问他：“洪水汹涌，当时
你担心过自己吗？”他只说了一句：“你
不付出，我不付出，谁来付出？”

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班长覃家缓

他在汹涌洪水中架起生命通道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实习

生 刘颖）1月18日，重庆中瀚中医农
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瀚集团）
传出消息：该公司自主研发的乙峰99
植宝系列“中药肥料”产品日前在农业
农村部成功备案，拿到我国首张“中药
肥料”产品的市场准入证。

所谓中医农业，就是将中医原理
和方法应用于农业领域，实现现代农
业与传统中医的跨界融合、优势互补、
集成创新，产生“1+1>2”的效应。过
去20年来，出身中医世家的中瀚集团
董事长贺乙峰经过不断钻研和实践，
把中医“扶正祛邪”的理念用在植物
上，从中草药配伍中提取出植物营养
液、植物营养调节剂及土壤改良剂等

“中药肥料”系列产品，并取得6项国

家发明专利。
近几年来，中瀚集团携手重庆库

庚尔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中瀚集团
产品的总代理商），在重庆、四川、湖南
等24个省市的部分粮食作物、蔬菜和
水果基地试用“中药肥料”。到2019
年，使用“中药肥料”的农作物基地总
面积已达12万亩。试验种植结果表
明：“中药肥料”系列产品配合使用，可
完全代替农药和化肥，有效降低农药
残留，试用农作物能达到我国绿色食
品或有机食品标准，同时还能增产
10%-50%。

贺乙峰表示，过量使用化肥和化学
农药造成的耕地污染和农产品安全问
题，今后有望通过让农作物“喝中药”的
方式得到解决。

渝企拿到我国首张“中药肥料”市场准入证
该产品可代替农药和化肥，促进农作物增产10%-50%

集中签约38个项目，总投资516亿元
巴南招商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巴南区2021年一季度招商项目集中签约

新年伊始，巴南招商迎来“开门
红”。1月18日，巴南区举行2021年一
季度招商项目集中签约，集中签约38
个招商项目，总投资共516亿元。此次
集中签约拉开了巴南“十四五”开局之
年高质量发展序幕，以实际行动践行了

“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1月13日，中南高科重庆大健康智

慧谷项目在重庆国际生物城开工建设，
项目占地136亩，总投资约20亿元，预
计投产后年产值不低于25亿元。

1月14日，中通快递西南地区智
能电商总部产业园在重庆公路物流基
地正式开工，项目占地171亩，计划投
资1亿美元，预计投产后年营收40亿
元，年税收5000万元。

1月16日，来自全国的10家义齿
生产企业正式签约入驻巴南经济园区
曙光江南产业园，总投资7.5亿元，达
产后年产值将达12亿元。

集中签约、密集开工……巴南呈现
出一派只争朝夕、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签约好项目，为“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注入强劲动力

“去年招商圆满收官，扎实推进项
目储备，为今年‘开门红’打下了良好基
础。”据巴南区招商投资局负责人介绍，
2020年，巴南区累计签约招商项目117
个、合同资金超1000亿元，其中50亿

元以上项目4个、10亿元以上项目20
个，亿元以上项目占比达70%。忽米网
全国总部、大江科创城、重庆国际免疫
研究院、治疗用（合成肽）乙肝疫苗、腾
龙达闼机器人、苏州汉朗光电、京东·巴
南第二轮深化合作、中通快递西南电商
总部等一批重大项目签约落地。

此次集中签约的38个项目，总投
资516亿元，预计新增产值约700亿
元，涉及生物医药、数智产业、高端装
备制造、总部经济、现代农业、文创旅
游等领域，对于持续增强“一区五城”
产业承载力，提升“五个千亿级产业集
群”发展能级，具有重要支撑作用。重
点项目包括腾龙智能动力电源研发中
心、晶朗光电高精密液晶光电器件、深
圳市宝益龙太阳能微电网方舱基地等
数智产业项目4个、总投资20亿元；国
药控股医疗SPD供应链销售中心、海
正宣泰医药等生物医药项目5个、总投
资14亿元；南山控股·巴南高端智能装
备创新产业园、塞北数字化智能制造
产业生产基地等高端装备制造项目5
个、总投资28亿元；长江三峡集团能源
投资重庆区域总部、中铁建港航局西
南总部等总部项目2个、总投资70亿
元；B19文创园、重庆农业科技博览
园、康宁农场、巴渝农耕文化产业园等
农文旅项目9个，总投资超200亿元。

作为“十四五”时期巴南城市拓展
及产业发展主战场的惠民智慧总部新

城，当天集中签约雅居乐·雅创天地、迪
马·智能应急科创小镇、融创·惠民智慧
生态总部新城3个大型城市产业综合
体项目。据惠民智慧总部新城相关负
责人介绍，惠民智慧总部新城位于重庆
中心城区东部槽谷，拥有“两山夹一谷，
一水纵南北”的独特地貌。新城首期规
划开发建设面积20 平方公里，将按照
全市东部槽谷一体化发展要求，以广阳
岛长江风景眼为引领，以智慧作为驱
动，以生态作为根基，以服务作为引线，
打造千亿级生态创新产业集群，建设

“智慧总部坐标地、品质服务先锋地、生
态创新示范地”。

招商好口碑，招来一个、引
进一批、促成一片

在签约活动上，腾龙控股集团与巴
南经济园区公司第3次握手，在巴南布
局腾龙智能动力电源研发中心项目，这
是继腾龙5G产业园、腾龙达闼机器人
之后的第3个重大项目。不到一年时
间，“腾龙系”智能产业项目落地巴南已
达3个、合同投资金额达115亿元。

除此之外，“惠科系”、“京东系”、
“智飞系”、“三峡系”等产业集群项目
早已扎根巴南，不断做大做强，达到超

千亿规模。
“招来一个、引进一批、促成一片”

的产业链效应，为何在巴南接连发生?
腾龙控股集团负责人一语中的：

“在巴南，我们真正感受到了‘说了算、
定了干、马上办’实干作风，在巴南投
资发展，我们放心、安心、舒心。”

据了解，腾龙5G产业园于2020年
8月19日动工开建，目前项目现场已完
成场地二次精平，春节前启动主体施工，
预计2021年7月一期竣工投用。项目
建成后将构建与两江水土数据中心实时
传输、同城中心并联运行的发展格局。

南山控股是一家以高端物流园区开
发运营及供应链服务、房地产开发、产城
综合开发为主业的综合性上市企业集
团，总部位于改革开放最前沿——深圳
蛇口，企业已投资运营超过60个智慧
物流园区和特色产业园区，是中国第一
家物流地产A股上市公司及国资规模
最大的高端物流园区开发运营商。

对投资巴南，与腾龙控股集团一
样，南山控股也有相同的体验。南山
控股副总经理卢忠宝表示，之所以选
择巴南，是因为在这里体会到了“闯”
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这
里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如沐春风。

据了解，南山控股·巴南高端智能
装备创新产业园，占地181亩，拟投资
18亿元，重点引育新能源汽车配套、电
子信息以及高端装备制造企业。

同样，长江三峡集团重庆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超、重庆市万州
区同鑫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卢长坤也纷纷对巴南的营商环境点赞
不已。他们表示，巴南是一方投资热
土、创业沃土、生活乐土，在巴南投资
充满信心，满怀激情。

迈好每一步，不仅喜迎“开
门红”，还要努力实现“月月红”

“此次集中签约，是巴南主动融入
‘双循环’、唱好‘双城记’，全面践行新
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
要举措。”巴南区招商投资局负责人表
示，今年，巴南区将紧扣“一区五城”、

“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两大发展任
务，重点以“招商十大行动”推动今年
工作迈好每一步，努力实现“月月红”。

据介绍，2021年，巴南区将聚焦生
物医药、数智产业、高端装备制造、商
贸物流、生态创新、现代服务业、乡村
振兴七大重点方向，谋划实施工业招
商攻坚行动、招商季攻坚行动、投资促
建攻坚行动、招商质量提升行动、大数
据精准招商专项行动、“四个一”统筹
调度专项行动、招商签约开工专项行
动、招商活动谋划推介专项行动、招商
队伍提升行动、营商环境提升行动等

“招商十大行动”。
文/图 张雲亮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月18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其
与市委宣传部、市教委等11部门联合制
定的《健康中国重庆行动——儿童青少
年心理健康方案（2020-2022年）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已实施。根据
《通知》，我市将实施6大行动，为儿童青
少年治“心病”。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
发生率和精神障碍患病率逐渐上升，已
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正因如此，
《通知》提出，到2022年，重庆将基本建
成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会
环境，形成学校、社区、家庭、媒体、医疗
卫生机构等联动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

其中，各级各类学校要建立心理服
务平台，设立心理辅导室，依托校医等人
员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学前教育、特
殊教育机构、儿童福利机构配备专兼职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60%的二级以上精
神专科医院设立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
30%的儿童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二级

以上综合医院开设精神（心理）门诊；各
区县（自治县）设立或接入心理援助热
线，建立24小时公益心理援助平台，组
建心理危机干预队伍；儿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80%。

为实现上述目标，重庆将实施六大
行动：心理健康宣教行动、心理健康环
境营造行动、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心理
健康关爱行动、心理健康服务能力提升
行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完善行动。

在心理健康环境营造行动中，各级
卫生健康部门要会同教育等部门，倡导
实施“心理滋养1000天”行动，共同营
造心理健康从娃娃抓起的社会环境，重
点关注孕产妇、2岁以内婴幼儿及家长
心理健康状况，开展0～6岁儿童心理
行为发育问题预警征象筛查。

学校、村（居）委会、妇联、关工委、共
青团等机构和组织要密切关注儿童青少
年成长环境，建立完善教师或家长暴力
行为、学生欺凌行为、儿童青少年受虐待
和受性侵害等问题的举报渠道，发现相

关问题或可疑情况时，及时采取措施。
在心理健康促进行动中，各级各类

学校及托幼机构应当普遍开展心理健
康教育，制定校园突发危机事件处理预
案。高等院校要主动与精神卫生专业
机构建立稳定的心理危机干预联动协
调机制，并设立心理健康教育示范中
心；要实施倾听一刻钟、运动一小时“两
个一”行动，即促进学生每天与同学、家
人有效沟通交流15分钟；引导学生每天
至少参加1小时体育运动。

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完善行动
中，高等院校要完善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室）建设，按照师生比不少
于1:4000配备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教
师，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小学校
设立心理辅导室，配备专（兼）职心理健
康教育教师，积极创建心理健康教育特
色学校。学前教育配备专（兼）职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人员，开展以学前儿童家
长为主的育儿心理健康教育，及时发现
学前儿童心理健康问题。

此外，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推动儿童
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二级以上综合
医院等开设精神（心理）科，鼓励有条件
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提供儿童青少年
门诊和住院诊疗服务，并建立学校、社
区、社会心理服务机构等面向医疗卫生
机构的转介通道。

重庆实施六大行动为学生治“心病”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 月 1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
悉，按照其与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医
保局联合印发的《关于优化全市三级医
院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到2025年，我市将建成70所三
级医院，其中三甲医院达到40所，增加
优质医疗资源供给，促进西部医学中心
建设。

据了解，我市正在加快构建布局合
理、学科完备、特色鲜明、优质高效的三
级医疗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
医疗服务的需求。

按照《意见》，我市三级医院建设
将遵循公平可及、统筹规划、协调发
展、中西医并重的原则。在公平可及
上，将坚持区域统筹，逐步缩小区域
医疗服务供给差别，为城乡居民提供
及时、方便、快捷的高水平、高质量医
疗服务，基本实现全市每个区县至少
有 1 所三级医疗机构；在统筹规划

上，按照“中心控制、周边发展”的原
则，合理布局医疗资源丰富区域的三
级公立医院数量，鼓励向人口集中、
交通不便、诊疗需求突出的都市圈、
川渝毗邻地区设置；在协调发展上，
合理控制公立医院单体床位规模，鼓
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儿童、妇产、
肿瘤、精神、传染、口腔、康复、护理等
三级专科医院。

与此同时，各医疗机构将持续改善
医疗服务流程，加强以电子病历为基
础、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信息
平台建设，开展以病人为中心的医院信
息化流程再造，实现区域内电子病历与
电子健康档案的互联互通。

我市还将逐步建立三级公立医疗
机构动态调整机制，对不符合相关设置
标准、不具备相应医疗服务能力、不能
满足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要求的三级
医院，依法依规予以调低或撤销医院级
别。

重庆四部门印发优化三级医院建设指导意见

到2025年重庆将建成70所三级医院

1月14日，南岸区腾黄路，城管执
法队员和环卫工人正在“劳动者港
湾”内喝水休息。“劳动者港湾”内，饮
水机、电冰箱、空调、微波炉、医药箱
等设施一应俱全。据悉，2020年全市
全年建成665座“劳动者港湾”，极大
方便了普通劳动者和城市管理一线
户外劳动者休息。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重庆建成一批
“劳动者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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