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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叮叮叮……”电话铃声响起，汤旭光飞
快地接起电话，电话另一头传来焦急的声音：

“我这里是江北区中医院，有5个单位的冷沉
淀凝血因子吗？”

此时已是1月29日18点20分，汤旭光手
边的炒饭早已没了热气。

汤旭光是市血液中心供血科发血室的
一名护师。从当天下午4点到第二天早上8
点，她将为主城区200多家医院提供临床供
血服务。

1月29日19点02分
第一袋血发出

发血室位于血液中心二楼，室内灯光明
亮，汤旭光就在里面忙碌着。

汤旭光今年30岁，大眼睛、高鼻梁，笑起
来十分爽朗。她刚把记者带进发血室，就接
到江北区中医院的求助电话，于是出现了本
文开头的那一幕。

“有，手续要带齐，还要带上储存血的箱
子哟。”汤旭光看了一眼屏幕上的血液库存，
利落地回答道。

记者打量四周，一把椅子、一台电脑和一
个仅四五平方米的值班休息室，就是汤旭光
值班的所有“家当”。

“我们都是轮班，每上两天白班就要上一
天夜班，因为发血窗口要保证24小时有人值

班。”放下电话，汤旭光解释道。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江北区中医院工作

人员到了，在取血申请单上写着需要：“冷沉
淀凝血因子5个单位、B型悬浮红细胞3个单
位、新鲜冰冻血浆400毫升。”拿到取血申请
单，汤旭光立即推上小车来到位于右侧的储
血冰箱前，依次从冰箱里取出一袋袋血液，并
对血液外观进行检查，看有无凝块、气泡等，
再回到电脑前。

每袋血上面都有三个条形码，汤旭光拿
起血袋一个一个扫描，扫描后就看到电脑上
会出现这袋血的“身份”信息，以及它将被送
往哪个医院抢救病人。

扫描完，汤旭光再次进行核对，并打印出
库单，由领血人核对签字后，将血交给了对
方。整个过程，汤旭光严谨小心，“血液毕竟
关系人命，一点都不能马虎。”

此时是19点02分，汤旭光发出了当天值
班的第一袋血。

1月29日21点
取血申请单如潮水般涌来

时针指向21点，申请单如潮水般涌来。
“一般这个时间点不太忙，可能是今天抢

救的病人有点多。”汤旭光并未停下手里的动
作，“新鲜冰冻血浆、悬浮红细胞……”她一一
从储血冰箱里拿出来。

这时，电话又响了。
“有O型血小板吗？病人很恼火！”
“有，你来取吧。”汤旭光继续取血。

刚挂电话，电话又响了，“有新鲜冰冻血
浆吗，每个血型都要1000毫升。”让汤旭光没
想到的是，这么晚了，竟然会有如此大的用血
需求。

“有。”汤旭光心中盘算着剩余的血液库
存。

“会不会不够用？”连记者都有些担心地
问她。汤旭光却连连摆手，“够用！”她解释
说，以往无偿献血大多依靠在校学生，每到寒
假放假，加上天气寒冷等原因，血液库存就会
告急，但近年来，重庆积极发动团体无偿献
血，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难题。“今天白

天，九龙坡区西彭镇就有几百人集体献血，不
用担心。”

1月30日凌晨1点
紧急发血抢救病人

转眼到了深夜12点，汤旭光来到值班室
和衣躺下。“来，休息一下。”她告诉记者，半夜
发血是常事，所以先打个盹吧。

不出所料，凌晨1点，电话铃响了，有医院
要来取血。汤旭光立马坐起来，穿上工作服
走出值班室。在仔细核对后，她来到储血冰
箱前。这次，她要拿的是血浆，一打开冰箱，
一股凉气就迎面扑来。由于血浆要储存在零
下18摄氏度以下，所以冰箱设置的温度是零
下27摄氏度。

“呵，有点冻手。”按照取血申请单，汤旭
光一一进行了核对，再扫描出库。

做完这一切，汤旭光有些睡不着了。她
告诉记者，由于是冬季，半夜发病的不少，所
以后半夜通常还会起来三四次，“最多的一回
是5次，几乎一整夜都没睡。”

说这话时，汤旭光的语气中并没有抱怨，
“我们都知道血液对生命的重要性，所以每发
出去一袋血，我都期盼着它能挽救一条生命，
这就是生命的坚守吧。”

记者走出血液中心时，已是凌晨2点，外
面下起了豆大的雨，回望发血室，灯光依然明
亮，就如同黑夜中的一盏明灯，让人温暖。

生命的坚守生命的坚守
本报首席记者 李珩

春节将至，年味儿愈发浓烈，你是否已准
备好行囊，即将踏上憧憬中的目的地？

1月30日，重庆日报、携程集团联合发布
《2019年重庆春节旅游大数据预测报告》。从
订票量看，重庆“目的地”热度排名全国第五，
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出发地”热
度排名全国第九。

重庆旅游市场呈现供需两旺态势。这座
“山水之城·美丽之地”，景区、餐饮、交通、住
宿等行业将再迎“大考”。

来渝游客预计增长20%以上

新春佳节，返乡潮、学生潮、旅行潮等高
度重叠。今年，人潮流动有哪些新变化？哪
些地方“热力值”最高？又如何躲避“人海”，
找一个闲适之地，过一个舒适年？

重庆日报、携程集团根据3亿携程用户在
线预订自由行、跟团游、定制游等旅游产品大
数据，结合全国7000多家携程门店报名情
况，以及重报大数据研究院的调查统计数据，
发布了预测报告。

报告显示：今年春节假期，全国预计将有
超过4亿人次出游（2018年春节，全国有3.86

亿人次出游），出境游人次将达700万左右。
届时，海量游客将遍布国内、国外的热门目的
地，全球旅游市场将迎来“中国春节时间”。

在出境游方面，根据签证办理大数据，今
年春节，携程全球签证服务中心的订单量同比
增长约四成，办理海外签证的目的地多达76
个，签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为日本、泰国、新
加坡、美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越南、菲律
宾、新西兰、英国。其中，日本同比增长40%，
俄罗斯、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的增幅超过一倍。

在国内游方面，根据跟团游、自由行等订
单大数据，全国热门目的地前十强分别是：北
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武汉、深圳、杭州、
西安、南京，重庆位居第五。

报告预测，今年春节，来渝游客总量将同
比增长20%以上，游客来渝高峰将出现在2月

3日、4日（除夕）、5日（初一），返程高峰将出
现在2月10日—12日（初六至初八）。

重庆人出游热衷“南下北上”

重庆人在出游方面，表现如何呢？
报告显示，今年春节，全国十强热门出发

地依次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
州、武汉、南京、重庆、西安，重庆位居第九。

最受重庆人欢迎的出境游目的地为：曼
谷、新加坡、普吉岛、芽庄、长滩岛、大阪、东京
等；国内游目的地热门城市则为三亚、北京、
广州、厦门、昆明、丽江、哈尔滨、成都等。

来渝游客人均花费预计为2600元

报告还对来渝游客进行了“画像”——
来渝游客人均花费预计为2600元左右，

游客中女性高出男性10个百分点。在行程选
择上，4-6天人数最多，占比69%，3天以下占
比21%，7-10天占比10%。

从年龄段上看，80后人群占比23%、70后人
群占比21%、00后人群占比19%、90后人群占
比16%、60后人群占比13%、50后人群占比
8%，这与春节家庭、亲子等主流出游方式相契合。

此外，报告还为有出游意愿但尚未选定
目的地的重庆市民梳理出了省钱攻略：在出
境游方面，因受时间限制，目前只能选择落地
签、免签旅游目的地，市民可通过各大旅游平
台“淘”尾单，部分线路的“关舱价”低至三四
折；在国内游方面，可利用飞机、火车、大巴春
运“返空”选择目的地，如上海、杭州、苏州等
华东线路的价格就比较低，一些产品人均不
到2000元，比平时还便宜。

重庆日报、携程集团联合发布《2019年重庆春节旅游大数据预测报告》

“目的地”热度 重庆居全国第五
本报记者 韩毅 周静

●“血液毕竟关系人命，一点
都不能马虎。”

●“我们都知道血液对生命
的重要性，所以每发出去一袋血，
我都期盼着它能挽救一条生命，
这就是生命的坚守吧。”

汤旭光正在核对血液情况。
记者 李珩 摄

本报讯 （记者 吴刚）1月30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2019年，重庆计划
上马1250个智能化改造项目，全面提升制造
业效能。

市经信委副主任王任林介绍，2018年，重
庆出台了智能制造实施方案，实施了203项智
能化改造项目，认定了76个市级示范性数字
化车间和智能工厂，示范项目生产效率平均提
升了67.3%。2019年在此基础上将实施的智
能化改造项目，重点是在机器换人、信息系统
集成应用等方面。

通过智能化改造等手段，重庆将培育一大
批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的“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力争培育达市级标准“专精特新”企业
200户以上，“小巨人”企业20户以上，“隐形
冠军”企业10户。

为提升重庆制造业竞争力，和智能改造项
目同期推动的还有“万户企业千亿融资行动计
划”。后者主要包括：对转贷应急政策扩容增
效，全年为2000余家企业转贷150亿元以上，
节约融资成本4亿元左右；通过票据贴现中心
为1600家以上小微企业实现银行承兑汇票贴
现融资700亿元以上，为企业节约融资成本3
亿元；鼓励和引导全市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
供担保贷款，引导30家以上的担保机构为
1000户中小企业提供低保费的担保贷款50
亿元；帮助2000户中小企业获取无需抵押、无
需担保的纯信用贷款30亿元等。

今年重庆将上马
1250个智能化改造项目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
璨）1月3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
悦来片区作为我市首个试点的海绵城市，已基
本完成海绵城市建设。

下一步，两江新区将在全域推广海绵城市
建设。根据规划，至2020年将新建成海绵城
市60平方公里。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
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
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
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提
升城市生态系统功能和减少城市洪涝灾害的
发生。

两江新区悦来新城是全国第一批海绵城
市建设试点。目前，悦来新城18.67平方公里
国家海绵城市试点建设任务已基本完成，共实
施海绵城市建设项目75个，完工项目71个，
已完成投资38.65亿元，建成了滨江海绵公园、
海绵城市展示中心、悦来海绵生态保育区等典
型海绵城市建设工程。

吸取悦来建设海绵城市的经验，两江新区
制定了海绵城市建设管理的相关办法和制度，
准备在全域范围内推广海绵城市建设。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除悦来新城外，两
江新区已审批建设海绵城市相关工程项目54
项，建设区域覆盖大竹林、水土、保税港、礼嘉、
鱼复、龙兴、照母山、中央公园、空港、出口加
工区、江北嘴等两江新区全部片区，项目类别
涵盖城市道路、公共建筑、住宅、广场、公园绿
地等。

据悉，至2020年，两江新区计划建成下凹
绿地、雨水湿塘等公共海绵设施约190个，完
成约60平方公里新建区域海绵城市建设目
标，至2025年，建成区面积80%达到海绵城
市建设目标，建成具有山地特色的立体海绵
城市。

两江新区
将全域建设海绵城市
2020年新建成面积达60平方公里

2018年 12月 6日上午，重庆—
新加坡东盟班车线路测试启动，满载
超市专用设备货物的东盟班车集装
箱大卡车从重庆南彭公路保税物流
中心（B型）驶出，历时7天，于12月
14日在新加坡叶水福供应链城正式
完成接车。这标志着重庆东盟公路
班车自2016年4月28日首次开通以
来第六条班线的全线贯通，也意味着
一个全新的国际化窗口由此打开。

作为巴南区对接“一带一路”的
中新（重庆）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际
陆海贸易新通道（以下简称国际陆海
贸易新通道）建设的破题之举，重庆
东盟公路班车的开行不仅仅是一条
线路的开通，更是巴南区大力发挥重
庆公路物流基地的公路物流枢纽作
用的一次生动实践。

东盟班车货值同比增长270％

近日，重庆公路物流基地内一片
繁忙景象。随着集装箱全部装载完
毕，3辆大卡车缓缓驶出重庆公路物
流基地，开启了前往越南的“东南亚
之旅”。

东盟公路班车自2016年4月28
日首次开通以来，已开通东线、东复
线、中线、西线、亚欧线以及12月6日
开通的重庆-新加坡陆路运输线路等
6条线路。东盟公路班车已形成覆盖
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新加坡等东

盟国家一、二线城市的国际干线运输
网络，国内外合作伙伴已达20余家，
在东南亚地区可供客户选择使用的仓
储分拨点近30个，运营线路从“定线”
模式发展成为“定制”，可按客户要求
进行“门到门”的服务，形成重庆面向
东南亚各国的跨境公路运输网络。

据介绍，截至目前，东盟公路
班车2018年已运营505车次，实现
总货值约 5.5 亿元。相比 2017 年，
车次同比增长约 420%，货值同比
增长约 270%。货源主要来自重
庆、四川、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市，
以及德国、越南、泰国等国家，运送

货物主要为建材、玻璃纤维、汽摩
配件等。

37家龙头企业抢滩登陆

2018年8月23日，在2018中国
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重大项目集中

签约活动中，京东二期、京东三期、中
国智能骨干网之阿里巴巴新零售（重
庆）供应链运营中心项目纷纷签约落
户巴南。京东项目已由2013年落户
巴南以来，发展成10个项目，全面实
现京东产业链业务聚集巴南、辐射西
南。

作为电商巨头，京东集团为何落
子重庆公路物流基地？京东集团重
庆分公司负责人李小龙一语道破：

“重庆公路物流基地是国家级公路物
流枢纽、重庆南部商贸物流新城，又
是中新互联互通国际陆海贸易新通
道的起点，我们就是看中了这里的区
位优势、平台优势和产业基础。”

基于此，继重庆京东电商产业园
之后，重庆公路物流基地又相继引进
了京东电商广告、京东全球购、京东
农村电商等一系列产业项目，形成了
较为完备的京东产业集群，推动巴南
区电子商务产业在全市形成集群效
应。据悉，目前，重庆公路物流基地
已引进中国专业市场巨匠华南城集
团、亚洲最大的物流服务商普洛斯、
中国速递行业巨头顺丰集团等37家
龙头企业纷纷入驻。截至目前，该基
地已累计实现市场交易额970亿元。

上百亿元大项目接踵而至

2018年8月3日，总投资186亿
元的33个重大项目在麻柳沿江开发

区集中开工；9月22日，中国商用车
博览会在巴南举行，短短3天时间里，
成交额达10.4亿元；10月15日，2018
中国冰壶公开赛在华熙live·巴南国
际文化体育中心举行；今年，NBA高
端赛事将在华熙live·巴南国际文化
体育中心举行，重庆市民可在现场观
看这一精彩比赛……

中新互联互通国际陆海贸易新
通道建设不仅引领重庆公路物流基
地实现了对外开放，还带动了巴南城
市建设、招商引资、经济发展的方方
面面构建起开放型经济体系。随着
巴南区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以及对外
开放板块产业配套的不断完善，整体
发展水平得以提升，巴南招商成效不
断显现，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而今的巴南，已由主城南部曾经
偏远的小城区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前
沿中心，招商引资也驶入“快车道”实
现腾飞。2018年累计签约招商项目
144个，协议资金1062亿元。其中，
投资1亿元以上的产业项目58个，投
资230亿元的中国西部木材贸易港项
目、投资100亿元的一品幸福田园小
镇项目，另有京东生态型智慧物流
园、阿里巴巴新零售供应链运营中
心、霍氏百利威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
等25个行业龙头项目纷纷入驻巴南，
抢占投资热土，加速形成助推巴南经
济发展的增长极和新引擎。

袁启芳

打开全新的国际化窗口

巴南 主动助推中新互联互通陆海新通道建设

重庆东盟公路班车在重庆公路物流基地蓄势待发 摄/何洲行

数据来源：重庆日报、携程集团联合发布的《2019年重庆春节旅游大数据预测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