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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维灯 通讯员 李慧敏

时过秋分，平均海拔超过1400米
的巫山县官阳镇老鹰村，早晚天寒。

清晨的阳光里，年近七旬的龚明旺
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挪到了村委会，“说
铜梁的医生专家又来了，上次他们到村
里建议我去动了腿上的手术，这次又让
他们看下。”

老鹰村距巫山县城车程近4个小
时，是巫山最为偏远的村子之一。

这样一个地处大山深处的村子，为
何会有铜梁的医生多次到访呢？

“救死扶伤，医者初心，
到哪儿都一样”

巫山至官阳，数不清拐了几道弯，
让此前从未晕过车的曾祥飞“黄胆水都
吐完了”。可这名铜梁区妇幼保健院的
主管护师依然无悔，“救死扶伤，医者初
心，到哪儿都一样。”

铜梁城区至巫山县城，7个多小时
旅途,漫长而难熬。幸好，曾祥飞并不
孤单，铜梁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
师吴必刚和铜梁区中医院脑病科主治
中医师周厚援与其同行。

按照全市“一区两群”区县对口协
同发展机制，铜梁对口支援巫山，铜梁
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选派9名优秀
医护人员赴巫山开展为期一年的支医
工作。曾祥飞、吴必刚、周厚援3人的
支医地点为巫山最为偏远的官阳镇中
心卫生院。

7个多小时的旅程，只是3人巫山
之行的开始。

“确实有点远，路也不好，你们辛苦
了……”看着疲惫不堪、几乎吐得不成
人形的3人，官阳镇中心卫生院院长潘
定军心疼且无奈，“来了就好、来了就
好，你们来了我们心头就有底了。”

官阳镇中心卫生院承担着全镇1.8
万多名群众的诊疗和健康保障任务，却
只有4名医生、3名护士。

“人手不足、水平差强人意，压力
大。”潘定军介绍，铜梁的3名医护人
员，加上此前山东烟台来此支医半年的
两名医生，不仅能极大缓解卫生院人手
不足的问题，还让当地的医护人员有了
近距离学习和观摩的机会。

展露高超医术，收下三
名“弟子”

曾祥飞、吴必刚、周厚援3人刚刚
在官阳镇安顿下来，第二天深夜，卫生
院就接诊了一名出现心衰症状的患者。

“我们院条件有限，以前类似的患
者都是送往条件更好的大昌卫生院或
者县城。”潘定军介绍，即使一切顺利，
到大昌也要两个小时，到县城则要3个
半小时，“我们会采取一些救护措施，但
路程确实太远了……”

就在救护车整装待发时，吴必刚带
着周厚援和曾祥飞赶到了现场。随后，
在吴必刚的指导下，医护人员让患者采
取半卧位姿势休息并吸氧，同时给患者
使用利尿、强心、扩血管的药物……

一个多小时后，患者症状出现明显
缓解，并在几天之后顺利出院。

这件事情，让卫生院医护人员佩服
不已，“铜梁医生确实厉害，在专业性和
系统性上都比我们强太多。”

于是，在征得吴必刚等人同意后，
卫生院选定了3名医护人员与吴必刚、
周厚援、曾祥飞“结对子”，一对一帮扶。

铜梁医护人员的专业让当地医护
人员佩服，谭天权等人的“全能”也让周
厚援等惊叹。

对于“全能”，潘定军颇有些无奈，
“就那么几个人，面对的患者多、病情多
样，就只有多学一点、多会一点。”

“很多村子交通不便，我
们就送医进村”

“突发情况毕竟是少数，更多的还
是日常的医疗救护。”支医两个多月，
吴必刚3人已走完了官阳镇所有的14
个村（社区），“很多村子交通不便，老
年人出来一趟不容易，我们就送医进
村。”

不过，送医进村到户并不容易。
官阳镇最高海拔2300多米，最低

海拔仅有180米，落差超过2000米。
除了部分集中安置点外，许多村民散居
在大山深处，只能靠步行。

“有一次到老鹰村一户村民家，看
着就在不远处的沟里，可走下去就用了
一个多小时。”诊疗结束，曾祥飞等人又
用了近两个小时才爬上村道，“当地人
说‘看到屋走到哭’真的一点都没错。”

虽然条件艰苦，吴必刚、周厚援、曾
祥飞却已乐在其中，“下了班在街上逛
一逛，好多人都认得到我们，还请我们
到屋里吃夜饭！”

巫山官阳大山里来了铜梁医生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0月8日
是全国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是“血压
要知晓，降压要达标”。数据显示，我国
的高血压患病率高达23.2%，并且逐渐
趋于年轻化，而重庆患病情况与全国普
遍情形差不多。

“随着我国老龄化到来和城镇化进
程的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膳食结构
都明显改变，所以高血压的发病率呈明
显增长态势。”新桥医院心血管内科主
任晋军教授说。

《重庆市2019年度居民健康状况
报告》显示，2019年，我市对101036名
调查对象进行了调查，查得高血压患病
率40.80%，标化后患病率33.91%；糖
尿病患病率 17.16%，标化后患病率
14.35%。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我市高血压、糖尿病的患病率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年轻高血

压患者日益增多。重医附一院心内科
主任罗素新教授说，重庆人喜欢吃小
面、火锅、烧烤等高脂肪食物，且吃得
咸，是引发高血压的主要因素。此外，
运动少、睡得晚等不良生活习惯，也间
接导致了高血压在年轻人群中多发。

虽然高血压发病率高，但患者知晓
率却不容乐观，过半数患者并不知道自

己患有高血压。
“很多前来看诊的患者家里没有血

压仪，有些人甚至从未测过血压。”罗素
新说，很多人是体检或因其他疾病就
诊，才发现自己患有高血压。

专家建议，预防高血压要从每一天
做起，做到限盐减重多运动，戒烟戒酒
心态平。

过半数高血压患者不知自己“中招”
高血压发病率呈增长态势，专家建议限盐减重多运动，戒烟戒酒心态平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丹梅）10
月7日，“嘉陵江2021年第3号洪水”
（以下简称“嘉陵江3号洪水”）有惊无
险地通过重庆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水利局了解到，由于
我市提前协调长江委调度上下游水库，
有效降低了嘉陵江3号洪水对重庆的
影响。洪峰过境时，嘉陵江磁器口站从
预报将超保证水位降低为超警戒水位。

据了解，10月3—6日，嘉陵江、涪
江中上游连续发生强降雨过程，10月5
日17时，嘉陵江3号洪水在涪江、嘉陵
江干流形成，涪江、嘉陵江出现近年来
最大秋汛。

针对本次秋汛，重庆市委、市政府
第一时间作出安排部署，水利部委托
长江委派出专家组到重庆指导防汛。
在洪水到来前，重庆市水利局先后与
四川省水利厅、长江委水文上游局开
展5次会商研判，实时监测、分析预报
涪江、嘉陵江、长江涨水情况，提前40
小时向有关区县发布嘉陵江洪水黄色
预警。

同时，我市还协调长江委调度上游
亭子口水库下泄流量削减3000立方
米/秒，向家坝水库下泄流量削减2000
立方米/秒，三峡水库增开一孔增加
4000立方米/秒下泄，尽力减少过境洪
水对重庆的影响。据了解，亭子口水库
位于嘉陵江干流，向家坝水库位于长江
干流，均在重庆上游。两座水库同时削
减下泄流量，也将嘉陵江洪峰和长江洪
峰抵渝时间错开，最大程度削减了对重

庆的影响。此外，市水利局还根据水情
变化，向嘉陵江草街电站发出3期调度
令，调整其出库流量。

据水文部门监测，10月7日2时，
合川嘉陵江东津沱站出现洪峰水位
206.13米（吴淞基面），低于警戒水位
0.37 米；10 月 7日 5时，嘉陵江北碚
（三）站出现洪峰水位193.12米（黄海

基面），低于警戒水位1.38米；10月7
日9时20分，沙坪坝嘉陵江磁器口站
出现洪峰水位183.10米（吴淞基面），
超过警戒水位0.46米。

洪峰过境后，重庆日报记者在北
碚、沙坪坝等地看到，当地党员干部仍
沿江拉起警戒线值守。在嘉陵江北碚
正码头广场，水位正逐渐下降，通往江

边的路口仍然被暂时封闭，朝阳街道
的志愿者和治安巡逻队在路口24小
时值守，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在沙坪
坝区磁器口古镇，工作人员仍拉起警
戒线沿江值守，避免游客近水观水发
生危险。古镇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水位下降后，当地将及时启动清淤
消杀工作。

涪江、嘉陵江出现近年来最大秋汛，重庆提前协调各方削峰错峰

嘉陵江洪水过境中心城区有惊无险

关注全国高血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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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起风景，人才绘蓝图。
近年来，南岸区认真落实

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诚心引
才、精心用才、真心待才、暖心
爱才，持续营造“近悦远来”人
才生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
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人才
支撑。

坚持海纳英才
下好人才引育“先手棋”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南岸区着
力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持续
加大人才内育外引力度，构筑起强劲
的引才聚智“磁力场”。

聚焦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建成院士专家工作站6个，市级及以
上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4个，市级及以
上研发平台198个，吸引集聚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重庆英才等国
家级、市级高层次人才600余名，柔性
引进“两院”院士13名。

先后从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
信部等国家部委和知名高校院所组
团式引进61名高层次人才来区挂职，
带动赛迪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及人才
团队入驻，助推全区大数据智能化产
业跨越发展，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入选全国基层人才工作创新优秀案
例。

同时，成功举办2020重庆英才
大会——南岸区重庆经开区专场活
动，提供35家优质用人单位的202个
优质岗位，博士意向签约率达76%。
举办两届中国技能大赛—全国饭店
业职业技能竞赛火锅专项赛全国决
赛，吸引国内外130名职业选手参赛，
打造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市级选拔
集训基地火锅项目4个。

高质量举办博士后沙龙走进南
岸活动，通过“百名博士南岸行”、全

球“云”引才、“金点子”征集令等系列
活动，为高起点创建广阳湾智创生态
城聚智汇力。

不仅如此，南岸区还在深化校地
协同育才方面持续发力，积极引进清
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同济大学
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及专家团队，共建
校地协同创新联盟。大力推进环重
邮创新生态圈建设，建成重邮讯飞人
工智能学院。联合浙江大学、电子科
技大学建立研究生基层实践基地，连
续两年圆满举办“走进重庆·筑梦双
城”大学生赴基层实践锻炼活动。促
成重庆交通大学与中科院成都山地
所、西南交通大学等单位开展务实合
作，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赋能增智。

坚持政策引才
激活人才发展“新动能”

南岸区把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改革作为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造
活力的“关键一招”，实施更加积极、
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让
人才第一资源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

制定《支持产业人才队伍建设暂
行办法》，支持引进国家级市级人才
计划专家、创新创业人才、博士（博士
后）、副高职称以上专家、高技能人才
等各类高层次和高成长性人才，给予
人才及所在企业最高达50万元资金
奖励，累计兑现人才经费1100余万
元，帮助企业引育高层次和急需紧缺
人才400余名。

实施高层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聚焦重点产业、重点领域，选拔具有
领军才能和团队组织能力的高层次
人才，给予入选人才最高122万元奖
励，提供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配套
服务，首批遴选高层次创新人才10
人，发放人才奖励支持经费1000余
万元。

此外，南岸区以激发人才创新活
力为目标，加速推动系列政策集成：
出台《南岸区博士后资助资金管理办
法》，博士后享受叠加政策资助最高
可达20万元。今年7月，召开区委全

会专题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工作，提出
到202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
增长12%左右、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达4%，组建总规模60亿元的广阳岛
绿色发展基金、南山创新基金和长嘉
汇创新基金，出台《支持绿色创新若
干财政金融政策》，每年财政投入资
金不少于1亿元，对新认定的新型高
端研发机构给予最高500万元补助，
对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企
业给予最高300万元奖励。

坚持事业用才
打造创新发展“助推器”

让事业激励人才，让人才成就事
业。今年，广阳湾智创生态城项目成
功入选中组部博士服务团“组团式”
挂职试点，首批接收来自科技部、广
州经开区等中央单位和东部省市的5
名优秀博士在区挂职2年。

南岸区紧紧围绕广阳湾智创生
态城建设需求，结合博士专业特长，
将5名博士团成员安排在最吃劲的重
要岗位挑大梁、当主角，挂职服务工
作取得明显实效，受到中组部调研组
高度评价。

成立全市首个以高校国家级人
才为主体的高端智库—“南山智库”，
集聚重庆邮电大学、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等

在区高校44名国家级人才智力资源。
探索完善常态化运行机制，采用

“组织+市场”的方式，收集专家人才
“智力支持清单”和企业“智力需求清
单”，推动智库智慧成果转化为南岸
发展成效。

重庆邮电大学校长高新波主要从
事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
模式识别等领域的研究工作，是“南山
智库”的首批专家。高新波表示，重庆
邮电大学在南岸办学70余年，与南岸
区互为战略合作伙伴和资源，近年来，
双方开展了包括共建环重邮创新生态
圈、重邮研究生院江南分院等诸多重
大合作项目。未来，重庆邮电大学还
将紧扣南岸发展需求，进一步扩大相
关专业人才培养规模，到2035年学生
人数将达到5万人左右。

据了解，在“南山智库”成立三个
月后，重庆邮电大学研究生院江南分
院、大数据智能化产业技术协同创新
研究院、鲲鹏创新学院（简称“重邮三
院）在广阳湾智创生态城揭牌启用，
今年9月新校园迎来首批700余名师
生。

此外，南岸区以实际行动推进
“一区两群”人才协同发展。与石柱
县建立“一区两群”人才协同发展项
目清单，明确协同引才、人才互认等
10余项重点任务。深入开展人才联

动培养和结对帮扶，与石柱土家族自
治县互派挂职干部8名，帮助培训干
部40余人次，积极支持在教育、卫生、
农业等领域开展人才交流合作。深
入推进科技特派员、专家服务团等项
目帮扶，聘请市农科院茶叶研究所专
家团队协助石柱县打造茶叶示范园，
带动石柱县河嘴乡茶产业发展，惠及
当地群众2500余人。

坚持环境留才
炼制人才干事“定心丸”

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近
年来，南岸区聚焦栓心留人，优化服
务理念，营造优质人才生态环境，让
各类优秀人才在南岸安下心、扎下
根，静心做学问、搞研究，多出成果、
出好成果。

吸引集聚人才，既要看力度，也
要体现温度。南岸区隆重举办首届
高层次创新人才颁奖典礼，为每名人
才专属定制颁奖词和颁奖视频，把爱
才、惜才体现到工作细节处、做进人
才心坎里。在全市首批设立“一站
式”专家服务基地，落实人才服务卡
制度，开辟以家庭为单元的人才服务
绿色通道，解决人才落户、医疗、子女
入学、配偶就业等后顾之忧。健全党
委联系服务专家工作制度，将59名人
才纳入区委直接联系服务专家库，区
级部门联系服务各类专家人才800余
名。举办高层次人才国情研修、学术

交流、走访慰问、休假体检等活动，激
发人才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实现

“增人数”和“得人心”有机统一。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聚焦

科学家、领军人才、工程师等优秀人
才的住房需求，多层次、多渠道解决
人才安居问题。启动建设广阳湾国
际人才社区4000余套，打造以生态、
智慧、创新为核心优势的高品质人居
示范TOD项目。建设数字创意产业
园人才公寓，为人才提供集餐厅、咖
啡厅、健身房等于一体的“拎包入住”
人才公寓827套。筹集定向配租住房
4500套，建成青年人才驿站。

此外，积极打造重庆人才岛，聚焦
“智慧+”“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依
托广阳岛国际会议中心、长江生态文
明干部学院、长江生态环境学院等重
点项目，打造集聚全球高端人才来渝
的重要载体，为广大人才提供会议、研
修、工作、休养等一流的配套服务。

人材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
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南岸区将
以深入贯彻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
为契机，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
导，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
紧扣全市高质量发展布局，深化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引进、培
养、用好各类人才，构筑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人才引擎。

邹宇 黄然
图片由南岸区委组织部提供

中组部博士服务团成员在研究广阳湾智创生态城设计方案

2020重庆英才大会——南岸区重庆经开区专场活动

南岸打造聚才“洼地”用才“高地”
构筑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人才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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