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张国勇 罗芸）8月
7日上午，綦江区文龙街道核桃湾社区的周
世琼，请来两名工人帮她拆除楼顶的“蓝屋
顶”。“以前是防漏雨才搭的，现在政府帮我
搞好防水工作，搭棚还有啥必要呢？”周世
琼说。

“蓝屋顶”是綦江人对乱搭建的屋顶钢棚
的代称。这些顶棚往往位于城区楼房屋顶，
多用钢架支撑，再焊接蓝色平板顶棚。“这种
搭建有一定的防雨作用，但在大风天气，容易

引发安全事故。”綦江区城管局负责人说。去
年，该区就曾发生过大风天气中“蓝屋顶”被
掀飞砸伤人的事件。

“许多群众对‘蓝屋顶’不满很久了。”文
龙街道党工委书记周方华表示，钢架大棚安
装简便，但既影响城市形象，也因侵占了同楼
层其他住户的采光、公摊等，容易引发邻里矛
盾。在文龙街道拆违办接到的信访案件中，
有1/3是因违规搭建“蓝屋顶”而引起。

“‘蓝屋顶’我们一直想拆，但阻力很大。”
古南街道办事处主任周腊梅表示，这种违建
很多楼顶都有，不少住户抱着“法不责众”的
心理，态度强硬，从而难以解决。

綦江区这次“蓝屋顶”整治行动，还将路
边彩钢棚列入整治范围，提出要通过持续整
治“蓝屋顶”、彩钢棚，深化大城细管、大城智
管、大城众管，提升城市颜值。

经过摸排后发现，全区“蓝屋顶”、彩钢棚

等搭建面积有7万平方米。为了让群众了解
整治的必要性，城区古南、文龙两个街道均派
出多个工作小组，上门反复做工作。考虑到
绝大多数老旧城区居民为上班族，工作小组
利用早上7点半至10点、晚上7点半至10点
和周末时间开展入户走访。

开展入户走访期间，工作人员了解到居
民搭建“蓝屋顶”的初衷是解决屋顶漏雨问
题，这些建于20多年前的房屋每逢雨季顶楼
易漏水。为了推动解决这一民生问题，区政
府决定，对拆除大棚后的屋顶防水工程给予
一定比例补贴。

听到此消息后，不少居民打消了心中的
顾虑，文龙街道大石路一位居民专程从打工
地赶回来，主动将顶棚拆除。

据统计，拆除“蓝屋顶”行动从7月25日
开始，仅半个月时间便拆除4.5万平方米，已
完成60%拆违任务。目前，这些拆掉“蓝屋

顶”的屋面大部分正在做防水施工。该区
城管局也在做统计，对有意愿的居民，将提
供屋顶绿化设计与指导，以增加城市绿化
面积、提升城市颜值。

找准群众心结 消除漏雨担忧

綦江区半个月拆掉4.5万平方米违建“蓝屋顶”

2版刊登

本报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416号 邮政编码：401120 电子信箱：cqrb@cqrb.cn 广告许可证：渝工商广字第9500618号 总编辑：张永才 总值班：李诗 版面统筹：章德庆 责编：隆梅 美编：赵炬 图片编辑：鲁道新 订报热线：966977 零售价：1.5元

今天距2019智博会开幕

还有 天16

10
星期六

2019年8月

农历己亥年七月初十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0-0001

第24463号

代号77-1

今日4版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网址：www.cqrb.cn

CHONGQING DAILY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
的利益工作的……”

1944年9月8日，在延安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毛泽东同志
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

从领导中国革命，到筑梦新时代的征程，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已经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

时光荏苒。张思德战斗过的地方，他的精神如星星之火，
散落在红色土地党员的心中。

延安南泥湾，74岁的老党员侯秀珍总是站在家门前，迎接着
慕名而来的游客，一遍遍讲述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故事。

在延安，还有一批像宜川县辛户村村支书张延刚、黄陵县

索洛湾村村支书柯小海这样的基层干部，他们不断践行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带领群众艰苦奋斗，把曾经的穷苦村变为小康村。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始终根植于人民群众的鲜红精神底
色从不曾改变，指引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的利益接
续奋斗，永不停歇。 （据新华社西安8月9日电）

永 恒 的 承 诺
——追寻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血脉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张斌 陈晨

【引言】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这一重要
论述，赢得全社会强烈共鸣。

回应民生期盼，把握时代脉搏。从印发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到发布《健康
中国行动（2019—2030年）》，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着力解决看
病难看病贵问题，努力实现让人民群众“病有
所医”的民生承诺。一幅健康中国的崭新图
景正在一步步绘就。

【故事一】
“15分钟医疗圈”便捷老乡看病

冬日的严寒，抵不住心底的牵挂。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苏

镇江丹徒区世业镇卫生院，了解农村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和村民看病就医情况。

“当时天冷，握手时我本来只伸了一只
手，另一只手揣在口袋里，但是他两只手握住
我，我赶紧把另一只手也伸了出来。”

当时在场的魏定瑜老人感受到的，不只
是习近平总书记手心的温度：“那天，总书记
除了询问身体情况，还关心我们看病方便不
方便、医疗费用贵不贵、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
满意不满意。”

4年多后的今天，75岁的魏定瑜还不时

常来到卫生院，在自助设备上测血压，心里还
牢牢记着总书记的叮嘱。

病有所医，是老百姓基本的需求，也是总
书记深深的牵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医疗卫生工
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
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
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一点一滴的努力，跬步千里的跃升。近
年来，世业镇卫生院与镇江康复医疗集团联
合成立心血管、糖尿病等5个联合门诊，除配
齐常规科室外，还配有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等医疗设备。

魏定瑜也明显感受到卫生院的变化：
“虽然是在镇上，但也可以接受到市级医院
的治疗。”老魏前一阵膝盖疼，卫生院副院长
郑文慧给他拍了个片子，当即传送至镇江市
第一人民医院，一分多钟医生诊断已经回
传：骨质增生。“从挂号到拍片，我只用了5
分钟，花了 12 块钱。这在以前想都不敢
想！”

镇卫生院之变，折射出镇江医改向前迈
出的坚定步伐。通过远程会诊、分级诊疗，基
层医院和当地三甲医院建立起联合诊疗机
制，老百姓越来越享受到家门口“15分钟医
疗圈”的更多便捷实惠。

如今，世业镇居民在卫生院门诊就诊率
由 2015 年前的 63%，提升到 2018 年的
81.6%。

【记者手记】
家门口的卫生院建得好不好，直接关系

群众的身体健康。
世业镇，浩浩长江中的“一座小岛”。在

过去，全镇约1.4万老百姓“既怕病要命，也怕
交通要命”。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世业镇
卫生院考察后，这家乡镇卫生院带给居民的

“健康红利”正在逐渐释放，“小病不出岛”正
变为现实。

魏定瑜所体验到的“分分钟联网挂专家
号”，是如今很多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强起
来”的缩影——当前，我国已基本建成覆盖
城乡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着力打造家
门口的“15 分钟医疗圈”。老百姓对“病有
所医”的期盼，正转化为看病就医实实在在
的实惠。

【故事二】
健康扶贫撵走脱贫“拦路虎”

地处吕梁山区深处的山西省岢岚县，山
大沟深、坡陡地瘠。

道阻、家贫、病疾，紧紧捆绑住了这里的
乡亲。

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赵家洼村王三女
一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

年轻时，王三女就患上风湿性心脏病和
高血压，这些年又引发慢性支气管炎。雪上

加霜的是，前些年丈夫、儿子相继离世，儿媳
妇也离了家，患有残障的孙子、孙女只剩她一
人独自拉扯。

2017年6月2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走
进这位特困户的家，安慰王三女好好生活，叮
嘱当地干部安排好她孙子和孙女的特殊教
育。这份温暖，让王三女铭记在心。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一脱贫路上的“拦
路虎”，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解决好
的问题。

在岢岚县考察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太
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
要求对因病致贫群众加大医疗救助、临时救
助、慈善救助等帮扶力度。

如今，随着整村搬迁，王三女从土坯房搬
进了新楼房，经常有家庭医生上门送医送
药。去年，王三女住了两次医院，总费用
8914.3元，自己只花了525.77元。

岢岚县医疗保障局局长程富生说，近两
年来，我们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提出的
要求，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今年上半年住
院3967人次，总费用2613.24万元，通过“三
保险、三救助”报销补偿后，贫困户报销比例
超过90%。

“三保险、三救助”，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7年在山西考察工作后，山西省为化解因
病致贫而实施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通过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报销等，实
现对贫困人口看病就医的兜底保障。

（下转2版）

全民健康，迈进美好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病有所医”篇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讯 原四川仪表总厂厂长，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
待遇离休干部马珍同志，因病于2019年8月8日逝世，享年
99岁。

马珍，男，汉族，河北永清人，1920年12月生，1939年
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马珍同志1939年12月至1942年12月冀中军区27团
军械员；1942年12月至1947年12月河北永清县武工队长、
政委、区长、区委书记；1947年12月至1951年1月河北永清
县供销社主任、副县长；1951年1月至1952年12月天津专
区供销社组导科长；1952年12月至1955年1月华北供销总
社人事科长；1955年1月至1962年12月西安仪表厂人事科
长、副厂长；1962月12月至1967年12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四
局处长；1967年12月至1983年12月四川仪表总厂副厂长、
副书记、厂长；1983年12月至1988年12月四川仪表总厂顾
问；1988年12月离职休养；2009年11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
批准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待遇。

马珍同志遗体送别活动定于2019年8月10日10时在
北碚殡仪馆举行。

马珍同志逝世

本报讯 （记者 夏元）要推进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促进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发展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是当务之急。近日，重庆市人民
政府网发布了《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
平台企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导
意见》。《意见》提出，到2022年将初步
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制造业发展
格局，培育3-5个国家级服务平台，建
成20个以上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
同、服务化转型的制造业平台。

《意见》提出，工业互联网作为新
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的关键基础设施、新型应用方式和全
新工业生态，是互联网从消费领域向
生产领域、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拓
展的核心载体。要突出智能制造和制
造智能，必须构建以网络为基础、平台
为关键、产业为支撑、安全为保障、应
用为根本的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为
建设以数字经济为重点的现代化经济
体系提供保障。

为此，我市将按照“市场主导政府
引导、创新驱动融合发展、分类推进突
出特色、开放带动服务实体”建设原
则，发展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包括基
础服务平台、数据服务平台、工业互联
网综合赋能平台、工业互联网专业领
域平台、制造业开放服务平台等。

为完善上述工业互联网平台建
设，《意见》要求市经信委、市科技局、
市通信管理局等市级单位和各区县政
府共同推进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关键共性技术支撑和系统解决方
案支撑，同时做好安全保障支撑。

另外，《意见》还提出，我市将建设
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系统，包括推动
企业“上云上平台”，支持重点企业采
用私有云、公有云、混合云等云设施、
技术和架构，支持企业应用第三方服
务平台的云资源、云软件、云应用和云
服务等。同时完善两江数字经济产业
园、中国智谷（重庆）科技园、区块链产
业创新基地等平台企业聚集载体，推动工业互联网和工业数
据资源向重点园区集聚，并引进及培育一批国内外知名平台
企业、科研院所等产学研创新资源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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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两江新区新南立交
上跨工程人行天桥项目已现雏
形。该人行立交是市重点工程
——新南立交的配套工程，位于
星光大道和新南路相交处，在新
南立交下穿道与上跨桥之间呈菱
形打造，配有4部观光直升电梯，
预计本月底全面完工投用，将方
便周边居民出行。

记者 张锦辉 摄

新南立交上跨工程
人行天桥本月投用

【编后】

“蓝屋顶”存在安全隐患，影响城
市景观，该拆！可“蓝屋顶”解决了群
众老房子屋顶漏水的问题，又绝不能
简单地一拆了之。

綦江区拆除“蓝屋顶”行动之所以
顺利推进，就是因为找准了群众的心
结，并通过相应措施消除了群众对屋
顶再漏雨的担忧。

拆违工作一直是城市管理中最
难啃的硬骨头之一。开展拆违工作，
除了严格依法、公正执法，更需要相
关职能部门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
工作理念，通过大城细管、大城智
管、大城众管，把每一项工作做到群
众心里去，才会赢得广大市民的支
持，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美好！

新华社深圳8月9日电 （记者 周科 白瑜）华为公司
9日在广东东莞松山湖举行的华为开发者大会上正式发布自
主研发的鸿蒙操作系统。

华为消费者业务CEO、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常务董事余承
东介绍，鸿蒙系统是基于微内核的全场景分布式OS，可按需
扩展，实现更广泛的系统安全，主要用于物联网，特点是低时
延，甚至可到毫秒级乃至亚毫秒级。

今年华为开发者大会为期3天，是华为历来规模最大的
一次会议，吸引了5000名技术开发者参会，将围绕终端产业
和5G技术进行全球性的应用开发研讨，重点在于构建全球
性的产业生态体系。

华为发布鸿蒙操作系统

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国务院关于修改〈烈士
褒扬条例〉的决定》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