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李珩）在巴布亚新
几内亚（以下简称巴新）首都莫尔斯比
港，一名来自中国重庆的医生——黄警
锐成了当地的名人，并备受称赞。8月
25日，巴新发行量最大的《国民报》以及
《信使邮报》刊登了关于他和中国援巴新
医疗队的故事。

据了解，黄警锐是中国援助巴新医
疗队的一名神经外科专家，就职于重庆
市第四人民医院。今年4月，黄警锐所
在的第八期援助医疗队抵达巴新首都莫
尔斯比港。短短4个多月时间里，该医
疗队已在巴新首都莫尔斯比港总医院成
功实施多台疑难复杂手术，医生们精湛
的医术赢得了当地居民盛赞。

“救救我的孩子吧！”今年7月，来自
巴新Wabag,Enga省的露西·所罗门抱

着她两个月大的双胞胎女儿找到了黄警
锐，因为其中一名女婴被确诊患有脑后
部巨大肿瘤。

经诊断，该女婴出生时患有先天性
脑膜脑膨出，如果不及时手术，女婴将有
生命危险。黄警锐对这名女婴实施了手
术，并成功为其摘除了头上的肿瘤。手
术后，由于营养不良，女婴伤口愈合不
佳，黄警锐坚持每天亲自为女婴清洗伤
口换药。一个月后，女婴伤口愈合出院。

出院前，露西恳请黄警锐给孩子起
个中文名字。“那就叫‘木兰’吧，在中国，

‘木兰’是勇敢与力量的象征，我希望她
长大后能像‘木兰’一样，做一个勇敢、坚
强的女孩。”黄警锐说道。

“她长大后，我会让她去了解更多的
中国文化，因为她的生命已经和‘中国’

结下了不解之缘。”露西说。
事实上，中国援巴新医疗队在巴新的

生活异常艰苦，既要治病救人，抵御艾滋
病、结核、疟疾和伤寒等传染病的肆虐，还
要防范社会不良治安带来的侵扰。

即便如此，重庆对巴新的援助也从
未暂停。据介绍，受国家卫生计生委委

托，我市从2002年11月起独立承担了
中国援巴新医疗队派遣任务。每期卫
生援外任务为期一年，至今已派出了8
期医疗队，共计80人次，为巴新人民提
供了近10万人次的医疗服务，也为当
地医务工作者提供了上千人次的业务
培训。

重庆医生
登上巴布亚新几内亚报纸

中国援巴新医疗队为当地提供近10万人次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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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8月27日，
重庆市物价局召开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方案听证
会，来自我市社会各界的39名听证会参
加人（包括消费者20人，市人大代表、市
政协委员、专家学者7人，医疗机构7人，
政府部门和有关组织代表5人）到会并
发表意见。

按照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医
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听证方案，我市拟提
高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一般医
疗服务类等项目价格258项，降低大型医

用设备检查类项目价格181项，同时取消
公立医院药品加成和药事服务费。

此外，我市还将同步配套实施调整医
保报销政策、建立财政分类补助机制、加强
药品供应保障、加强公立医院综合监管、完
善分级诊疗政策、健全便民惠民措施等六
项措施，推动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听证会参加人普遍认为，本次医疗
服务项目价格调整，符合国家有关医改
精神，符合我市实际，有利于破除以药补
医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有利
于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和调动医院、

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公立医
院良性运行、医保基金可承受、群众整体
负担不增加的改革目标。

此外，听证会参加人就完善CT类检
查项目价格、提升医疗机构服务质量、保
障药品价格稳定等方面，提出了各自的
意见和建议。

听证会上，市级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表示，市政府已部署相关工作，将采取推
进公立医院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建立医
保药品集中谈判采购机制、落实药品采
购“两票制”改革等措施，加强药品供应

保障，并通过强化成本核算与控制、规范
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
长、改善医疗服务等措施，加强公立医院
综合监管。同时，有关部门正积极采取
措施加强对医疗机构、药品生产经营企
业等单位价格行为监管，维护医药市场
价格秩序。

接下来，市级有关部门将充分吸纳
听证会参加人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
完善《重庆市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方案》，报经市
政府批准后实施。

我市拟全面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
并调整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市物价局昨日召开相关听证会

本报讯 （记者 周松）8月26
日上午，在我国传统佳节七夕节来
临之际，全国首趟专为单身青年打
造的追爱专列——“青春有约号”缓

缓驶出重庆火车北站，载着我市千
名优秀单身青年前往黔江区，开启

“因为爱情·邂逅廊桥”两天一夜的
寻爱之旅。

本次“因为爱情·邂逅廊桥”活动
由团市委、黔江区共同主办。“追爱专
列”的开行得到了成都铁路局大力支
持和配合，是全国首个专为单身青年

男女交友联谊主题活动打造的列车，
列车9节车厢以怀旧、现代、文艺三
种风格进行装饰。

除了营造浪漫的氛围，在列车行
驶过程中，主办方还安排了“我秀我
精彩”“千里姻缘一线牵”“巧手共造
温馨”“初心对对碰”等趣味游戏环
节，使单身青年通过游戏打破生疏，
实现沟通、初识。

重庆驶出全国首趟“追爱”专列
千名单身青年男女开启寻爱之旅

本报讯 （记者 周雨）8月27日，记者从正在举行的重
庆·江津“第十届东方爱情节”获悉，该区曾被广泛报道的“爱
情天梯”现在已成知名景区，前来攀登的游客呈逐年快速增
长态势，去年的游客接待量超过60万人次，甚至超过了中山
古镇。

“‘爱情天梯’的影响力能持续发酵、感动越来越多的人，
说明中国淳朴、自然、婉约的传统爱情观并没有过时，仍然贴
近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江津区旅游局副局长胡兰认为，世界
上有两个“爱情天梯”，一个在江津四面山，一个在每个人的心
里，这也是这么多人来登“爱情天梯”的重要原因，在这里他们
能找到一种感情的归属感。

中山镇文化站原站长刘栋林认为，“爱情天梯”的游客能
实现如此快速的增长、乃至超过久负盛名的中山古镇，还在于

“爱情天梯”的唯一性。全国的古镇很多，但“爱情天梯”只有
一个。

27日下午，搭乘两列“爱情专列”的300多对京、沪游客抵
达“爱情天梯”，在一步步的攀登中开启了四面山“寻爱之旅”。

传统爱情观仍受追捧
江津“爱情天梯”年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

向永山（右）和妻子吴喜安在家门前
合影（8月23日摄）。

今年100岁的向永山和101岁的吴
喜安已经结婚 81 年。他们居住在重庆
奉节县冯坪乡皂角村，携手81年来，两
个人相濡以沫，没有分开过一天。吴喜
安本不爱笑，却经常被幽默风趣的向永
山逗得合不拢嘴。

吴喜安身体硬朗但听力不好，向永
山便成了她的“传声器”；向永山耳聪目
明但腿脚不太好使，吴喜安便成了他的
另一支“拐杖”。“老头子一直对我很好很
用心，我感觉很幸福。”吴喜安说。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8月
27日，记者从市环保局获悉，按照
环保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省级自然
保护区遥感监测实地核查处理强化
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市将
对华蓥山等17个市级自然保护区
卫星遥感监测的人类活动进行实地
核查和问题查处。

据了解，2017年上半年，环保
部对全国已获取边界数据的660处
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了人类活动状
况遥感监测。监测结果显示，660
处省级自然保护区均不同程度存在
人类活动，其中，大部分自然保护区
内都存在采石场、工矿用地、能源设
施、交通设施、旅游设施和养殖场等
人类活动。

据了解，目前，我市的17个市
级自然保护区内共有4658个遥感
监测点位需要进行实地核查。这
4658个点位主要分为居民点、工
矿、农用地及其它人工设施等类
型。目前我市已完成了华蓥山市级
自然保护区全部167个点位的实地
核查工作，尚未发现违规、违章建筑
或正在作业的工矿企业。

市环保局检测人员张方辉介
绍，由于需要实地核查的点位大多
处于各保护区的核心区域内，许多

点位都地处偏僻，监测人员要靠
GPS定位仪并利用经纬度坐标进行
搜寻，大部分点位都只能靠步行前
往。记者在随同监测人员对华蓥山
市级自然保护区158号点位——一
个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的废弃煤矿
进行实地核查时，就遇到了暴雨，山路
泥泞难行，杂草丛生，每个人都是一身
泥水，手掌也被荆棘划出了血口子。

下一步，我市将成立8个核查
小组，对余下的16个市级自然保护
区卫星遥感监测的人类活动进行实
地核查和问题查处，对实地核查中
发现的各类违法、违规问题，将及时
报区县党委、政府；相关部门要立查
立改，及时进行生态整治恢复，并依
据职责进行处罚；对整改不到位或
短期内无法完成整改的，要求提出
整改方案，限期完成；问题严重的要
进行公开约谈、重点督办；强化责任
追究，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严肃
问责，并及时对遥感监测实地核查
处理结果进行公示。

我市将组织市级相关部门对实
地核查结果和违法违规问题查处情
况进行抽查，对不及时认真组织核
查和处理核查中弄虚作假、问题查
处不到位的相关单位和人员，一经
发现将严肃追责。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日
前，重庆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在市政府公众信息网上发布《重
庆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征求意
见稿）》（简称《征求意见稿》），向
市民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明确
提出四类人群可以享受乘车优
惠。

具体可以享受乘车优惠的四
类人群是：身高1.3米以下的儿
童；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年
满七十周岁的老年人；一级、二级
残疾人。其他优惠乘车政策，按
照法律、法规和市、区县（自治县）
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同时，《征求意见稿》明确规
定，下列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公共
汽车客运服务设施建设年度计划
配套建设公共汽车客运服务设
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
建设、同步竣工、同步交付使用：
新建或者扩建铁路客运站、公路
客运站、客运港口码头、轨道交通
车站、航空港；大型的工业园区、

科技园区、学校校区、商业区、旅
游景点、公共文化设施；主城区
5000人以上的居民区，主城区外
3000人以上的居民区；新建、扩
建、改建城市道路以及需要设置
公共汽车客运服务设施的公路。

《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规
定：主城区公共汽车客运中途停
靠站间距一般不得超过500米，
上、下行中途停靠站间距一般不
得超过50米。公共汽车客运站
和轨道客运站、火车客运站、汽车
客运站、机场间距一般不得超过
300米。

市民对《征求意见稿》若有意
见或建议，可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反
馈：在市政府公众信息网网站直接
留言；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
重庆市两江新区星光大道96号重
庆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邮政编
码401147），信封上请注明“公共
汽车客运条例意见建议”字样；发
邮箱：fsc60390728@126.com；
通过传真023-60390728。

《重庆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征求意见稿）》
向市民征求意见

四类人群可以享受乘车优惠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崔
曜）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以下简
称重庆机场）T3航站楼29日即
将启用，原T1、T2航站楼部分
航班将转场至T3航站楼。转场
工作日益临近，记者从相关方面
获悉，重庆机场已出台多项措施
保障T3航站楼启用后旅客能顺
利出行。

新建的 T3 航站楼是现有
T1、T2A、T2B航站楼面积之和

的2.5倍。面对全新的候机楼，
旅客可能不熟悉机场环境，找不
到登机口岸。为此，机场场区、航
站楼内安装了交通指引、航空公
司分布展示、值机手续办理提示
以及乘机流程指引等标识标牌
3410块。从综合演练情况来看，
标识标牌清晰，旅客能凭借指引
准确抵达目的地。此外，T3航站
楼还增加了临时指示标识近100
个，让旅客出行更加顺畅。

面临转场大考

重庆机场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本报讯 （记者 杨艺）记者8
月27日获悉，我市首个健康产业创
新平台“健康智谷”正式落户两江新
区。该平台将为医疗健康领域的创
业者提供全产业链孵化服务，以推
动我市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及医疗服
务模式创新。

该项目位于中国华融现代广
场，总面积约28万平方米。作为聚
焦“大健康”产业的平台，“健康智
谷”主要孵化两类创新企业：一是围
绕健康产业，研发先进技术并将科
创成果有效转化的技术型公司；二
是以发展医疗服务创新模式为核心

的健康管理类企业。
符合入驻标准的项目或企业可

获得为期6个月到1年的孵化期。
孵化期内，“健康智谷”将提供包括
种子资金、创业导师、孵化辅导、风
险投资、产业链的上下游支持等多
方扶持。同时，还将为孵化企业安
排服务专员，量身定制基础服务、专
业服务、金融服务三层次服务体系，
提供工商注册、集成办公、财务管
理、政策咨询等服务。

目前，重庆“健康智谷”已有美
兆体检、美维口腔、德美医疗、动脉
网等近10家企业入驻。

我市首个健康产业创新平台
“健康智谷”落户两江新区

我市将对17个市级自然保护区
遥感监测点位进行实地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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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永山（左三）、吴喜安（右三）和家人一起吃饭（8月23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8月26日，在沙坪坝区大学城举办的联谊交友活动上，共青团沙坪坝区委工作
人员扮演牛郎织女引导青年男女互动。传统节日“七夕”前夕，共青团沙坪坝区委、
沙坪坝区妇联深化群团改革，举办了“青春有缘·圆聚沙区”联谊交友活动，吸引了留
学归国人员、创新创业人员和高校科研人员等高端人才百余名报名参加，现场不仅
有纸上传情、环环相扣、心心相印等互动环节，还有情感导师现场支招，扫二维码进
行后续服务互动，为青年搭建良好的交友平台。 记者 张锦辉 摄

“牛郎织女”为青年人才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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