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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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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徐
秋，是重庆市高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从
医30余年来，无论在哪里工作，她都以医德
为先，工作兢兢业业，因成绩突出，2017年
荣获“九龙坡区突出贡献专家”、2021年荣
获“感动九龙·最美医务工作者”称号。

锐意奋进
带活一支队伍打造一所名院

2008年1月，徐秋调任九龙坡区第
二人民医院副院长。到院伊始，她提出

“质量强院”的理念与口号，强化内涵建
设，推行科学化管理。

2014年，面对国家二级甲等医院评
审的重担，她亲自担任评审小组组长，召
开二三级班子会落实责任、挂牌督导；通
过全院职工大会提振士气、凝聚人心；开
展个别谈心以情动人、化解矛盾……

2014年是徐秋的“多事之秋”，但别
样年华却有别样精彩。她率先垂范，在
自己急性胆囊炎发作时，依然忍痛伏案；
在父亲重症脑梗死发作推进ICU时，仍
奔波创建一线无法赶回；在儿子中考关
键时刻，她无暇顾及……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胜利之花终于在3个月的汗水中
绽放——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以911
分的高分通过国家二级医院评审。

2018年1月，因工作需要，徐秋的
岗位再次变动，出任重庆市高新区人民
医院副院长。

精研医术
用尽一生蚕心赢得一片赞誉

30年来，徐秋不断钻研业务，哪怕
工作环境一再变化也从不放弃。她密
切联系临床，对疑难病例认真分析，积
极参加危急重症的抢救。同时作为慢
病管理专家，她更强调糖尿病的预防与
控制，不遗余力走乡串户，积极开展“慢
病下基层”活动，给病人普及糖尿病防
治知识。

作为内分泌主任医师，徐秋除了承
担临床救死扶伤的工作以外，她还不断
学习，潜心专研医学科学。2015年、
2020年两次当选为重庆市糖尿病预防
专委会委员，从事糖尿病的治疗及流行
病学调查，从2010年起，代表九龙坡区
参加中国心血管及代谢病系列研究课

题“中国2型糖尿病心血管危险因素血
压、血糖、血脂评估研究计划（3B-
STUDY）”（CCMR）以及“新发2型糖
尿病危险因素研究”（NEW2D）研究，
调查病人4000人次，为慢病防治策略
调整提供了依据，为九龙坡区“慢病示
范区”评审做出了突出贡献。

她主持市科委科研1项，原市卫计

委科研1项、区科委科研4均已结题，参
加国家级科研项目2项；书写CSCD论
文4篇、核心期刊论文8篇；2020年，作
为主研人结题《妊娠期妇女甲状腺功能
减退与异常妊娠结局及胎儿预后的相
关性分析》等科研项目两项，在《中国药
房》《现代医药卫生》等刊物发表《妊娠
期妇女甲状腺功能减退与异常妊娠及

胎儿预后的相关性分析》等论文10余
篇，其中《银杏达莫注射液治疗糖尿病
外周神经病变的评价》获得“区级学术
论文一等奖”。

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继教中心基
层慢病防控专项能力建设-糖尿病管理
专项带教导师，她辗转于各个基层医疗
机构，对糖尿病医生悉心带教，带教6
名学生通过国家糖尿病医生考试。徐
秋2017年被评为“九龙坡区突出贡献
专家”，2018年评为“九龙坡区内分泌
专业学科带头人”。

敢于担当
付出一颗决心呵护一方平安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作为高新区
人民医院疫情防控医疗组组长的徐秋，在
疫情最严峻的时刻，第一时间组织院内相
关部门紧急召开了防控救治工作会议，制
定了防控、救治和应急措施和方案。她亲
临预检分诊、发热门诊等临床第一线靠前
指挥。遇到高度怀疑的病人，必须采集咽
拭子标本，面对感染的风险，她勇敢站了出
来：“我是组长我先上！”在她的带领下，大家

逐渐克服了恐慌情绪，在她的专业管理下，
全院医务人员严密感控防护，共采集各类
人员核酸标本12766例，而且无一例院内
感染发生。

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里，高新区人民
医院发热门诊筛查患者2070例（确诊患者
3例、疑似患者116例），采集核酸标本1.28
万例，无一例院感发生。2020年2月，担任
九龙坡区集中隔离点医疗组组长，负责体
温检测、心理咨询、核酸采集、流行病学调查
等医疗服务活动。

凭借过硬的医疗技术和对隔离人员
无微不至的关爱，徐秋收获了一大批“粉
丝”。有隔离人员深情地表白：“透过厚
重的防护服，我看到了最美丽的心灵。”
隔离点自运行以来，累计完成隔离或核
酸检测4269人次，其中完成以色列-约
旦、菲律宾、韩国、尼泊尔等境外包机任
务4次，返渝人员856人。隔离点被时
任分管副市长称赞为“全市最好的集中
隔离点”，为全市的疫情防控作出了特殊
的“九龙贡献”。

潘锋
图片由重庆市九龙坡区卫健委提供

徐秋荣获徐秋荣获““20212021年感动九龙年感动九龙··最美医务工作者最美医务工作者””称号称号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最
严重的全球传染病大流行，也是
最大的突发卫生事件。病毒溯
源，旨在查找致病病毒的动物源
头和向人类的传播途径，包括中
间宿主的可能作用，这对采取有
针对性的传染病防治措施、减少
今后发生类似事件的风险具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拿出经得起
历史检验的研究报告，首要原则
是弘扬科学精神、秉持科学态
度、遵循科学规律。

病毒溯源研究是极其复杂
和严肃的科学问题。探究新冠
肺炎疫情在全球200多个国家
和地区肆虐的起源、传播及演
变，需要全球科学界共同努力，
用科学战胜愚昧，用团结战胜孤
立，用合作战胜偏见。

中国在国内疫情防控任务
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两次邀请世
界卫生组织专家来华开展溯源
研究。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在
武汉工作期间，中国始终秉持实
事求是、公开透明合作的态度提
供必要协助。中外联合专家组以
只争朝夕的责任感、紧迫感率先
完成了全球溯源研究的中国部
分，公开、透明地全景呈现了溯源
研究的工作方法、主要发现和对
下一步全球溯源工作的建议。

新华社记者根据媒体报道
和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科研机构、高校院所等有关
方面了解到的信息，对中国在协
助世界卫生组织中外联合专家
组在武汉开展病毒溯源工作的
主要事实，以时间顺序进行梳
理，现予以公布。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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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凌漪）“虽然王红
旭老师随着冰冷的江水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他的事迹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激励我
们前行。”9月29日，第二场“用生命托举
起师魂的好老师”——“时代楷模”王红旭
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重庆南开（融侨）
中学校举行，巴南区典雅小学体育老师许
林盛，大渡口区育才小学党委副书记、副校
长兰凤成，大渡口区育才小学毕业生王姝
雅，大渡口区育才小学语文教师、王红旭妻
子陈璐希，重庆日报记者崔曜5位报告人
依次登台，从不同角度讲述他们眼中的王
红旭，表达对他的崇高敬意。

“直到今天，我的脑海里还不断出现

红旭托举着孩子，最后猛地推给我的那一
刻。”报告会上，王红旭的好友、救人行动
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巴南区典雅小学体育
老师许林盛回忆起王红旭牺牲那天的场
景，“如果不是为了第二个孩子，也许他不
会牺牲；如果不用尽全力推最后一把，也
许他还能生还。面临危险，红旭义无反顾
地冲向两个孩子，做出了以生命托举生命
的生死抉择。”

“王红旭爱生如子，赢得了孩子们发自
心底的喜爱。”大渡口区育才小学党委副书
记、副校长兰凤成向现场观众分享了王红
旭教学中的点点滴滴，“每次训练，他严格要
求学生，不允许有丝毫懈怠。但他又将学生

疼在心里，训练前总为学生准备好开水，训
练间歇给学生说说笑话放松心情，训练后为
学生擦汗，自己掏钱给学生买小食品。”

大渡口区育才小学毕业生王姝雅是王
红旭老师生前教过的学生。“那时的我很挑
食，经常生病。午餐时间，王老师会来我们
班，扮演成小动物的形象，用幽默风趣的语
言，介绍饭菜的品种、味道和营养价值。从
此吃饭变得有趣了，我挑食的毛病也改了！
他是我们的老师，更是我们贴心的‘王爸爸’！”
忆起王老师对自己的帮助，她泪流不止。

……
台上，报告人在动情讲述，身后的大屏

幕不断播放的图片、视频，还原着王红旭老

师生前的每一个闪光瞬间；台下，现场听众
将一次次感动化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很早就听说了王老师的事迹，今天现
场听了他的事迹后，有了更大的触动。”重
庆南开（融侨）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何琛在报
告会上红了眼眶，“危难时刻跳江勇救落水
儿童，我想这正是王老师爱生如子最生动的
注脚。今后我也将以王红旭老师为榜样，将
责任与爱注入每一天的教学中。”

“直到6月1日牺牲那天，王老师的工
作台上还放着第二天的教学计划。”重庆南
开（融侨）中学数学老师周强说，报告人提
到的这个细节让他印象深刻，也鞭策自己
更加用心地教学。

听完报告会，重庆南开（融侨）中学初
二学生胡珍榛说：“如同他的名字一样，王
红旭老师的事迹带给我们温暖，但王老师
的离去又让我感到心情沉重。作为一名学
生，在今后的学习中，我将更加刻苦，长大
以后做一个像王老师那样的人。”

“王老师永远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前行”
第二场“时代楷模”王红旭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

本 报 讯 （记 者 颜 若 雯 实 习
生 徐亚宁）9月29日，市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
委会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该决定自公布之
日起施行。

市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
算工委主任毛玉树介绍，《决定》在全面贯
彻中央意见、市委实施意见精神的基础上，

参照全国人大相关决定的主要框架、基本
内容，并结合我市实际，对监督的范围、重
点、程序等进行了规范、细化。

《决定》授权市人大财经委、常委会预
算工委在市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承担国
有资产监督的具体工作。

《决定》提出，市人大常委会以每年听
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
报告，作为履行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责的

基本方式。市政府应当在市人大常委会会
议举行7日前，将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
正式文本报送市人大常委会。

《决定》建立起国有资产的重大事项通
报、报告制度，要求经市政府批准的国有经
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国有资产出资人权益变动、国有资产管
理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的重大事项，在市
政府批准后的1个月内，向市人大有关专

门委员会通报。
《决定》还明确了日常监督要求，要求

市政府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审
议意见、专题调研报告，以及审计报告等提
出整改与问责清单，分类推进问题整改，依
法对违法违规行为追责问责。相关情况应
当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6个月内，
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决定》明确要求政府及时提供国有资
产管理相关的信息资料，经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会议批准后，市人大财经委、常委会预
算工委可以就典型问题进行调查。

2019年，市级和全市38个区县实现
了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全覆盖。

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

国有资产重大事项要向人大通报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 实习生 徐
亚宁）9月29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重庆市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办法》（以下简称“实

施办法”），实施办法将于12月1日起施行。
“实施办法共36条，以处理好农民和

土地的关系为主线，按照家庭承包、其他方
式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争议解决和法律

责任的制度逻辑，结合我市实际，作了细化
规定。”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副主任张山
在解读实施办法时介绍，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多措并举盘活“撂荒地”是修订实施办

法的一项重点，规定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
土地，承包方将承包土地弃耕抛荒连续2
年以上的，发包方书面告知承包方并在本
集体经济组织公告后，可以组织代耕，承包
方继续耕作的，则不再组织代耕。

同时，实施办法明确“代耕者不得损害
土地的耕作条件”，且“代耕期间，承包方要
求继续耕作承包土地的，代耕方在当季农
作物收获后返还承包地”。

《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12月1日起施行

土地弃耕抛荒两年以上可以组织代耕

在 市 五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二 十 八 次 会 议 上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
实习生 王晓红）9月28日，记
者从我市有关区县获悉，全市区
县、乡镇换届工作启动以来，各
区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
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
气监督的各项部署要求，坚持严
的主基调，亮明底线、划出红线、
筑牢防线，换届工作推进顺利，
换届风气清明清正清新。

黔江区以强化压力传导、教
育引导、检查督导匡正换届风
气。该区成立换届工作领导小
组，层层签订严肃换届纪律责任
书与承诺书，区委组织部逐一约
谈区管正职，提出工作要求，上
紧纪律发条；研究制定严肃换届
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工作方
案，广泛开展换届纪律宣讲，组
织干部全覆盖观看教育警示片
《警钟长鸣》，印发“十严禁”纪律
要求宣传单，编发严肃换届纪律
短信；组建换届工作巡回督查
组，通过个别座谈、查阅资料、随
机抽查、明察暗访等形式进行监
督，推动换届工作顺利开展。

长寿区在压实主体责任上
下真功夫，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
落实，切实营造良好换届风气。
区委坚持直接抓换届风气监督，
层层签订严守“十严禁”换届纪

律和履行换届风气监督责任承
诺书。区委明确将严肃换届纪
律风气作为党建述职考评等重
要内容，同步建立责任追究机
制，督促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
部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规定。

巫山县通过“提醒+承诺”，
严明换届纪律防线。向县管领
导干部统一发放《换届纪律提醒
卡》，有针对性地向乡镇（街道）
和部门党（工）委（党组）书记书
面发送《关于履行选人用人职责
十条注意事项提醒函》。组织集
中观看教育警示专题片，与相关
负责人及26个换届指导组成员
签订《严肃换届纪律承诺书》，通
过“一卡一函一片一承诺”，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遵纪守法、严守换
届纪律防线。

奉节县通过“教育+宣传”，
确保换届纪律人人知晓。按照

“六必谈”要求，向领导干部印送
“十严禁”纪律要求，开展谈心谈
话2100人次，各级党组织利用
中心组学习等加强学习，切实筑
牢思想防线。相关人员签订纪
律承诺书、纪律要求知晓度达到

“两个100%”。利用手机短信、
新闻媒体和微信公众号深入宣
传换届纪律，推动入脑入心，确
保风清气正。

我市各地严肃换届纪律，亮明底线、
划出红线、筑牢防线——

坚持严的主基调
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9月29日，在位于长
江北岸忠县段的重庆新生港，作业区工人正忙着将
集装箱吊运装船。当天，重庆新生港首批5个泊位
建成投运，这标志着长江上游首个万吨级码头正式
开港，可将川东、甘南、陕南以及重庆部分地区的货物
汇集于此，形成我国西北地区通江入海的重要通道。

新生港一期首批工程按照“前港中仓后园、铁公
水联运”进行布置，共有货运泊位5个，其中滚装泊
位1个，吞吐量10万辆/年（400万吨）；多用途泊位4
个，吞吐量320万吨/年（集装箱 4 万 TEU、件杂货
280万吨），一期港口设计年通过能力达720万吨。

作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重要交通节点，新生
港建成后可实现铁公水无缝衔接、多式联运，带动重
庆及周边地区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
济带战略。具体而言，货物经新生港中转后，向东顺
江而下可直达洋山港，实现“江海直达”；向北连接规
划建设中的广垫忠黔铁路，经兰渝铁路广安支线西
牵丝绸之路经济带；向南可通过渝怀铁路汇入西部
陆海新通道，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正在规划建设中的广垫忠
黔铁路、梁忠石铁路与长江黄金水道几乎垂直布局，
符合物流转运中最优的“鱼刺型”物流节点模式。

在当天的开港仪式中，来自市内外的20余家
商贸物流企业还与中交新生港公司进行了集中签
约，涉及农副产品加工、水上运输、装卸搬运和仓
储等多个项目。

长江上游首个万吨级码头

重庆新生港一期昨日开港
将成为西北地区通江入海的重要通道

9月29日，位于忠县的重庆新生港正式开港运营。 通讯员 余鸿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