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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欣宇：
当好川渝两地的信息员
记者

“不当过客，深化实干。”这是挂职前，两江新区现
代服务业局副局长杜欣宇对自己的要求。
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川渝互派年轻
干部挂职，2020 年 9 月，川渝首批 101 名干部陆续到
岗。四川天府新区总部商务区党工委委员、功能区建
设处处长杜欣宇，被组织安排到重庆两江新区挂职。
而他与重庆的缘分，10 多年前就结下了，
“妻子是重庆
人，我就是重庆的女婿，10 多年前家庭中就开启了‘川
渝合作’
。
”杜欣宇说。
来到两江新区，短短几个月时间，杜欣宇做了不
少事。
在两江新区鸳鸯街道，有两个大型商业项目正
在建设，得知双方互不了解商业业态和招商情况，杜
欣宇积极促成双方沟通交流，促进业态融合，错位协
同发展，并建议在项目间建设二层商业连廊，既可以
相互导流，还可以在连廊外侧设置大型 LED 屏增加
广告收入。目前，两个商业项目正加强沟通，未来将
联手打造金州商圈，进一步繁荣重庆北部片区商业
业态。
“成都十分注重商业的系统性策划，
推动区域内多
个商业互联互通，
取得
‘1+1>2’
的效果。
”
杜欣宇介绍。
在很多场合，杜欣宇毫无保留地向重庆的干部分
享成都以及天府新区好的理念和做法，并把这些经验
落到实处。

江亚蔓

杜欣宇在介绍自己挂职期间工作情况。
张玮真

摄

两江新区区域内有多个综合商业体，如何推动这
些商业体吸引广泛的购物人群？杜欣宇推动了“2020
不夜重庆生活节颁奖盛典暨两江新区智慧生活节”
“2020 重庆商圈购物节暨两江新区汽车消费周”
“2020
重庆艺术大市场艺术盛典暨两江创意活动月”等一系
列促销活动，
带动区内商业销售额同比增长超 15%。

“要区别社区商业，吸引更多人群，单个商业体要
更加注重细节化、特色化、差异化。”在杜欣宇看来，两
江新区的商业体要做到跨越两江，辐射重庆，让更多
的人来购物消费。
挂职以来，杜欣宇还积极推动重庆两江新区与四
川天府新区在现代服务业领域深化合作，促进两江新
区现代服务业局与天府新区总部经济局签订合作协
议，探索构建产业协调发展新机制，在搭建招商引资
合作平台、联合举办招商推介活动、联手引进首店品
牌等方面开展合作，积极共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
带动力的开放型现代化产业体系；牵头编制了《重庆
两江新区推动夜间经济发展行动方案》
《重庆两江新
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行动方案》
《重庆寸滩国际
新城产业发展导引》。
同样，两江新区智慧城市建设、协同创新发展、开
放平台打造，以及金融科技发展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杜欣宇也觉得值得学习，
“挂职结束后要把这些经验
带回去。
”杜欣宇表示。
一年的挂职时间很短，杜欣宇还有很多事要做，
当好川渝两地的协调员、服务员、信息员，推动两个国
家级新区在现代服务业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搭建招商
引资的合作平台，共同联合招引商业的首店品牌……
让两个国家级新区有更多的亲密互动，让“双城记”唱
得更响亮。

杨静：
让医改在乡村开出最美丽的花
通讯员 吴红亮 张孝伟
“基层卫生院是深化医改的重要载体，
既是减轻
上级医院就诊压力，
为其分流患者的专业医疗机构，
也是保障辖区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提供基础诊疗服
务的最后一道防线。”南桐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镇
科协兼职副主席杨静说。
杨静在基层医改上站位很高，积极探索更加有
效方法，主动把相关要求融入到实际工作中，把为患
者及家属提供优质服务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过程中。
他说，这些工作微不足道，但只有做好服务工作，才
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才能让医改的种子在基
层开出最美丽的花。

注重抓医务人员业务学习
从事医疗临床工作 20 年，杨静始终把《大医精
诚》中的“人命之重，
有贵千金”牢记在心。
“生命只有
一次，患者将生命和健康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就要对
得起他们，我们就要为他们负责。
”杨静说。
杨静结合中心工作，在医院制定了系列学习任
务和目标，在全院营造出愿学、爱学的氛围；定期
开展病历质量检查以及三基三严考试，将理论学
习结合到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积极联系上级医
院专家指导临床工作，搞好传帮带。通过这些举
措，临床医护人员的理论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病
历质量检查优秀率达 96%以上。通过学习，全院职
工 的 思 想 认 识 得 到 了 升 华 ，业 务 水 平 得 到 了 提
高，
“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成
为了医院工作准则。

多举措促进医患关系和谐
为了更好地促进医患和谐，杨静提出了一系列
具体措施。他把医院承接城乡居民医保结算作为重
要工作来抓，不能用错、不能算错，严格控制住院患
者自付比例。
“基层卫生院的患者大部分是辖区内普通的居
民，他们的收入来源单一、数额不高，严格控制住院
患者自付比例有利于解决他们有病不敢医的后顾之
忧”。杨静说。
为了让患者在医院治疗费用清楚明白，杨静提
出医院严格实行患者知情权，严格控制大型医疗设

备检查，
推进临床合理用药，
寻找高价药品的平价替
代品，
在检查用药方面事先征得患者同意。
同时，
在医院推行医德医风考核评议制度，
成立
了医德医风专项考核小组，
进一步细化、量化考核内
容和考评标准，每周不定期到临床各科室与患者和
家属进行面对面交流，力求搜集最真实最直接的患
者建议与评价。把医患关系回访纳入工作规范，积
极开展“志愿者医院服务”活动，倡导医护人员在门
急诊和病房为住院患者提供全程服务，不定期对患
者病情、用药、饮食和恢复情况进行电话回访，及时
了解患者病情状况。
“有些措施是政策性的，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执行
不走样，
有些措施是我们的自选动作，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推行和坚持。
”杨静说。
仅 2019 年医院全年共减免贫困患者 653 人次，
总计减免医疗费用 96000 余元，收到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

把健康教育普及到千家万户
南桐镇中心卫生院所辖 18 个村居，共有 49100
人。其中不少居民患有长期慢性病、残疾或大病，
为
了让他们享受良好的医疗诊治服务，杨静倡议在医
院成立了 18 支家庭医生团队，每个月不定期到各村
（居）对居民进行签约服务，
为他们测量血压，
进行基
础的体格检查，对慢性病患者进行用药指导以及宣
传各种惠民利民政策，
全年累计下队服务 400 余次。
在杨静的建议下，医院还成立了专业健康知识
宣讲团队，吸纳医生、护士、专职公卫人员参与，仅
2020 年组织开展健康咨询活动 14 场，健康教育讲座
89 场，健康大讲堂 4 场，接受普及健康知识宣传教育
共计 8255 人次；走进辖区 5 所中小学开展健康讲座
共计 9 场次，920 名学生接受教育；发放健康宣传资
料 81 种，添补资料 28 种；更新辖区健康宣传栏 86
次。通过大范围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高频率的健
康教育知识宣传，极大地提高了辖区居民的身体健
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自从兼任镇科协副主席后，杨静的担子更重
要。他表示，要进一步在岗位上守住初心、不断创
新，让医改的种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让科学知识
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成为群众健康的保护使者。

今年 83 岁的钟本和是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化学
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她从事磷化工领域的理论研
究、技术与工程化实践长达 60 余年，为我国磷化工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 世纪 80 年代，钟本和率领团队成功首创“中
和料浆浓缩法制磷铵新工艺”，于 1988 年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一成果结束了国产中低品位磷
矿不能生产磷铵的历史，解决了我国自给自足生产
磷肥的关键问题，彻底扭转了我国长期依赖进口磷
铵生产磷肥的局面。
多年来，
钟本和带领团队继续攻坚克难，
在磷肥
与生活垃圾处理有机结合、
湿法磷酸净化技术、
磷石
膏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众多领域，攻克了一项又一
项的技术难题。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钟本和依然保持着艰苦
奋斗的老黄牛精神，继续活跃在科研、教学一线。
2018 年，钟本和领衔的团队入选教育部首批“全国
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近年来，钟本和带领年轻学生聚焦磷资源高
效利用，加强与农业 、生物 、资源 、环境 、冶金 、轻
工、材料、制造、信息等方向结合。
“ 我希望培育和
发展新的学科增长点，在更高的起点上引领和支
撑我国磷化工领域的科学创新和产业发展。”钟本
和说。
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