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建引领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题
科学统筹把好事办实

为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有效实施群众
“急难愁盼”的民生项目，合川区人民医院党
委带领班子成员通过实地走访、集中座谈、
蹲点调研、民意调查、开门纳谏等方式，广泛
听取群众意见、了解群众需求，针对群众反
映突出的一些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收到良好效果。

医院党委根据群众反映的问题，制定
“我为群众办实事”问题清单22项、民生项
目清单12项，并对“问题”制定“五定”表，限
期完成整改，目前已完成整改20项。如解
决疫苗接种排长队现象，医院开通了短信账

户、微信精准推送通知；制作号码牌限定人
数，分时段接种；制定疫苗接种应急预案，工
作人员应急排班，满足众多群众的安全保障
与接种需求；及时与区卫健委、疾控中心保
持联系，及时发布疫苗消息。

不仅如此，医院还针对外地患者，开展
病历快递服务；针对新生儿家属探望难问
题，开通线上探望宝宝服务；TCT报告等候
时间由原来的2个工作日缩短为半个工作
日；针对重点优抚对象因身体原因不能体检
的，组织人员到家体检服务……今年，医院
为辖区内4980名适龄妇女完成免费乳腺癌
筛查；根据群众健康需求开展线上公益健康
直播12期。

“有了问题清单、民生项目清单，我们就
能做到有的放矢，并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措
施及解决办法。下一步，医院将总结前期工
作经验，进一步完善措施、改进工作效率，时
刻把群众冷暖挂在心上，脚踏实地为人民群
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力争为群众创造
一个高效、便捷、优质、舒心的就医环境。”医
院主要负责人表示。

党员带头把实事办好

全院300名党员均到社区报到，参加社
区活动及新时代文明志愿活动，为社区群众
办实事100余件，服务对象400余人次……
在这一组数据背后，医院全体党员亮出党员
身份、亮出庄严承诺、亮出服务标准、亮出实
际行动，涌现出一大批“为民办实事”身边典
型，很好地诠释了“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

今年3月，邓毅作为医院重症监护室副
主任，与医院其他13名优秀青年骨干医生
被选派到钱塘、云门、三汇、古楼等11个基
层医疗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基层帮扶支援
工作。邓毅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学科优
势，发挥技术帮带作用，截至目前，开展医疗

查房20余起、讲座6起，主持召开疑难病历
讨论8起，参与会诊指导20余起，切实将“三
甲”医院优势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的基层
医院。

眼科医生刘雪莲作为此次下派到龙市
中心卫生院的一名医生，她支援的卫生院没

有眼科，到卫生院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院领导
提出购置眼科基础设备的请求，卫生院全力
支持、配合。在她支援的第一个月，卫生院
完成了第一例眼科手术。患者康复出院，实
现了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
的服务水准。

邓毅、刘雪莲只是医院全体党员及干部
职工在“为民办实事”中的一个缩影。医院
主要负责人说，党员既是一面镜子，也是一
面旗帜。党员走出单位到社区、小区报到，
为群众服务，助推了党员志愿服务常态化、
结对共建制度化，真真切切将服务和健康送
到了群众身边，送到了老百姓家门口。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今天，广大党员和
干部职工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中更是舍小
家为大家，院内做到“应接尽接”、院外“分片
包干”，强化医疗保障，充分践行“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截至目前，院内外共接种
85965剂次，为辖区群众健康构筑了一道强
劲的免疫屏障。

马太超 杨益
图片由合川区人民医院提供

合川区人民医院细
化工作安排，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提升医疗服务能
力等日常工作中，创新服
务载体，突出亮点特色，
坚持学做结合，切实为老
百姓办实事、办好事、解
难题，推动“我为群众办
实事”成果转化成服务群
众的生动实践，得到社会
各界及群众好评。

院领导为困难群众送去健康与温暖

合川区人民医院

“我为群众办实事”义诊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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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6月22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全市禁毒工作成效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全市新增吸毒人员数
量、传统毒品滥用人群增幅、查获涉毒
青少年数量均呈下降趋势，禁毒工作综
合排名居全国前列。

发布会上，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
部主任、新闻发言人程效作了通报。一
年来，全市各级禁毒职能部门不断创新
禁毒工作制度机制，全市侦破毒品刑事
案件4100余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
5000余人，缴获各类毒品700余公斤。

全力推进毒品大要案件破案攻坚，
侦破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20起、千克
以上毒品案件近80起、制毒案件10
起。其中，针对寄递物流渠道涉毒问
题，我市组织开展“邮路猎毒”专项行
动，公安、邮政管理部门共同加强寄递
行业禁毒管理，筛查寄递基础数据14.4

万余条，核查可疑线索330条，侦破寄
递涉毒案件41起。

同时，我市组织开展了吸毒人员集
中排查管控和清理收戒攻坚等专项工
作。

此外，我市还加强预防宣传，开展
禁毒公益广告征集、禁毒公益广告创投
等活动，参与人数超200万；广泛组织
开展校园禁毒知识讲座、禁毒题材艺术
创作等，开展各种毒品宣传进校园活动
1100余场；利用政务微信、微博等，发布
禁毒主题信息300余条，浏览阅读量
1400万余次；推出重庆禁毒短视频、微电
影作品，观看次数超过100万。全市新增
吸毒人员数量、传统毒品滥用人群增幅、
查获涉毒青少年数量均呈下降趋势。

国家统计局开展的禁毒工作群众
满意度调查中，重庆市禁毒工作群众满
意度为99%，单项排名全国第三。

新增吸毒人员数量呈下降趋势

重庆禁毒工作综合排名居全国前列

□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实习生 郭心悦

“又有一批省区市即将加入‘朋友
圈’！”近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
营组织中心（以下简称运营组织中心）
副主任刘玮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时，手捏一沓复函材料和电话记录兴奋
地说。

又一批省区市，包括广西、海南、陕
西和广东湛江。加入“朋友圈”，即上述
四地成功加入到通道的综合运营平台
共建机制中。

随着“新朋友”的加入，共建西部陆
海新通道综合运营平台并设立区域机
构的成员，今年有望达到9个。

共建综合运营平台

2019 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形成
“13+1”省区市共建格局，和此前比较，
通道的合作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形式
更丰富。

在此背景下，重庆作为西部陆海新
通道的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要承担的
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不断完善运营机制，
统筹推进省际协商合作。共建西部陆
海新通道综合运营平台，是推进省际协
商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

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之初，重庆
率先提出会同沿线省区市和相关国有
企业“共建综合运营平台”，希望进一步
整合各方优势，共同组建、培育、壮大跨
区域的综合运营平台。

此后，贵州、甘肃、新疆、宁夏4个
省区与重庆达成共建共识。随后，重庆
与各方协商沟通，提出通过融合资本、
共享资源的方式，协同沿线省区市共同
扎实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综合运营平
台组建工作。

今年4月，运营组织中心以省际协
商合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名义，向尚未加
入综合运营平台或未成立区域公司的
省区市致函，商请指定企业参与共建综
合运营平台并设立区域公司。

约一个月后，海南、陕西和广东湛
江明确表示加入综合运营平台，指定企
业代表与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
司进行协商。广西此前已加入综合运
营平台共建机制，这一次又明确了参与
区域公司建设的企业主体。

“我们正在积极与相关省区市密
切沟通，争取下半年有3个省区市加入
到综合运营平台的共建机制中来。”刘

玮说。

持续推进创新工作

6月6日，一趟西部陆海新通道铁
海联运班列从团结村出发，驶往广西钦
州港，最终将运抵越南海防。一个不容
忽略的细节是：这趟班列使用了“一单
制”这一模式。

所谓“一单制”，是重庆依托西部陆
海新通道探索的新的全程服务模式，通
过多式联运经营人签发贯通铁运和海
运全程的铁海联运提单，提升和完善多
种运输方式联合承运互信互认互通机
制，实现“一次委托、一次保险、一单到
底、一次结算”。

刘玮透露，当前“一单制”还处于试
点探索阶段，截至5月累计签发167
单，货值约2403万美元。今年1-5月，
签发123单，货值约1851万美元。

相对已在探索推广的“一单制”，重
庆还在谋划另一事项：编制西部陆海新
通道发展指数。

今年5月，在第三届西洽会上，重
庆正式发布了2021年第一季度西部陆
海新通道发展指数，指数报告显示：
2021年第一季度，西部陆海新通道发
展综合指数为101.5，反映2021年开局

通道发展整体呈现向好态势。
“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指数体系的

构建，将为通道建设成果共享提供数据
表征，为通道沿线经济及产业发展提供
信息指引和数据判断，也为通道沿线国
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和产能合作提
供重要依据。”市政府口岸物流办主任
巴川江说。

类似的创新，还有很多。比如利用
跨境金融区块链融资结算应用场景，物
流和商贸企业开展融资结算等业务，5
个月来实现融资4亿美元，办理运费外
汇支付时间也大大缩短。

不断完善运行机制

无论是推动省际协商合作，还是持
续探索创新，都离不开运营组织中心的
作用。

“这个机构的诞生，本身就是重庆
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发展，在运行
机制上积极创新的成果。”刘玮说，运营
组织中心的出现，代表西部陆海新通道
有了专门的服务组织，工作机制随之更
加完善。要知道，这在其他国际大通道
运营中闻所未闻。

运营组织中心将肩负什么职能职
责？刘玮举例说，牵头会同沿线省区市

收集整理“十四五”时期通道建设重要
规划、重大项目和重点工作，为国家发
展改革委编制“十四五”时期西部陆海
新通道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奠定坚实
基础；协助澜湄6国研究制定建设澜湄
流域经济发展带具体方案，加强与西部
陆海新通道对接等。

随着运营机制的不断完善，西部陆
海新通道运行量质齐升。今年1—5
月，重庆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
班列781列，同比增长150%，运输接
近4万标箱，货值50亿元，同比增长
141%。其中，与中欧班列（渝新欧）联
运 1462 标箱。跨境公路班车运输
3094标箱，同比增长84%，货值7.95亿
元，同比增长119%。国际铁路联运班
列运输713标箱，同比增长71%，货值
11.1亿元，同比增长13%。截至5月
底，通道累计运输箱量超过20万标箱，
货值突破360亿元。

西部陆海新通道辐射范围，也在持
续拓展，铁海联运班列通达9个省区市
的32个站点，物流网络辐射105个国
家和地区的304个港口，运输货品种类
519个。同时，通道还完成了四川达
州、遂宁、南充等分拨中心建设，累计集
结四川货物13582标箱。

不断完善运营组织机制 统筹推进省际协商合作

西部陆海新通道“朋友圈”不断扩大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6月22
日15:30，一声汽笛响彻长空，满载着
275TEU（标箱）的“航旭802”轮，缓缓
驶离万州江南集装箱码头。10天后，
它将抵达上海港。届时这些集装箱将
换乘海轮，运往中国香港或越南胡志
明市等港口。这标志着沪渝直达快线
万州—上海班轮成功首航。与传统的
运输方式相比，货物运输时间将减少
了 1—2 天，长江段物流成本将降低
10—15%。

此前，万州港已开通达万铁路班列
和蓉万铁路班列，实现了万州港与四川
货物铁水联运。但由于没有开通万州
直达上海的集装箱班轮，万州港的集装
箱都是由重庆港下行的班轮加挂，货物
在万州港等待上船时间常常长达数天。

“此次班轮的开通，将大大提升货
物运输效率。”万州区物流办相关负责
人表示，该班轮已纳入智慧长江物流工
程管理系统，将享受优先通过三峡船闸
政策，减少过闸等待时间。同时，对企
业来说，货物到达万州港后，也无需再

协调货物上船运输时间。
沪渝直达快线万州—上海班轮每周

定时发运。万州区物流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万州—上海班轮开通，将极大增强
万州港的集货能力和对四川、陕西、甘
肃、湖北等省的周边地区辐射能力。

沪渝直达快线万州—上海班轮成功首航
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准，三峡

升船机将于2021年8月21日8时至
9月25日8时停航实施计划性检修，
工期35天，届时，船舶可经三峡船闸
通行。请工商企业和各有关单位提

前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特此通告。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流域枢纽运行管理中心

2021年三峡升船机计划性停航检修通告

本报讯 （记者 罗芸)6月22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在沙坪坝区举行的重
庆工业设计产业城开业暨重庆设计新
品发布活动现场了解到，沙坪坝区让工
业设计产业赋能制造业、服务业，推出
了全市首个工业设计创新生态集聚区。

作为工业大区，沙坪坝一直重视工
业设计产业对传统制造业、服务业所发
挥的提档升级作用。近年来入驻沙坪坝
区的浪尖设计集团，已为市内外相关行
业企业提供了大量服务，并与沙坪坝区
携手，全力打造“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此次开业的重庆工业设计产业城，
位于沙坪坝区梨树湾，主要聚焦于全产
业链构建和全生命周期融入，围绕“设
计研发、全产业链服务、人才培训、投资
孵化、文化体验、国际交流”六大核心功
能，致力于打造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
西部工业设计创新生态聚集区。

“作为市区两级联动、重磅推出的
全市首个工业设计创新生态集聚区，我
们将力争成为撬动西部地区新旧动能
转换的源头引擎。”重庆工业设计产业
城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这里已引入德
国埃格赛、深圳加利弗、重庆智鼎产品
设计、重庆麦点设计等优质设计企业
20余家。随着设计城的建成投用，入
驻企业将陆续达到近30家。未来，这
里将成为10亿级特色化楼宇园区。

沙坪坝区委负责人表示，去年该区
实现设计服务收入1亿元，带动制造业
新品投产700余款、创造产值10亿元，
带动工业设计上下游产业链关联企业
400余家，辐射成渝两地企业1000余
家。工业设计产业城的开业，将极大优
化沙坪坝区的经济结构、增强发展后
劲、提升区域竞争力，助力重庆高质量
发展。

沙坪坝推出工业设计创新生态集聚区

本报讯 （记者 周雨）6 月 2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永川区获悉，国家
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自然资源局等
四部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产业转型升
级示范区建设2020年度评估结果及下
一步重点工作的通知》，对产业转型升
级示范区建设评估结果为优秀的7个
城市、对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6个
园区和6个项目予以通报表扬，永川高
新区名列通报表扬的6个园区名单。

《通知》指出，评估结果是根据
2020年度各示范区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量化统计数据和专家组定性评分确
定，并对获得国务院督查激励的城市在
年度评估中给予加分。

2020年，永川高新区抢抓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战略机遇，围绕
建设现代制造业基地和西部职教基地
两大定位，重点发展汽摩及零部件、智
能装备、信息技术、先进材料、特色消费
品等产业，打造形成了全国最大的高端
皮卡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生活用纸生
产基地、重庆单体规模最大的大数据及
信息服务产业基地。

《通知》还公布了“十四五”时期重
点支持的20个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其中包括重庆西部产业转型升级示范
区；公布了“十四五”时期重点支持的
20个县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园区，我
市垫江工业园被纳入名单。

永川高新区获四部委通报表扬
重庆西部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垫江工业园将获重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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