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7 日，渝北区玉峰山镇 5 公里
的临崖步道正式投用。据悉，该步道位
于玉峰山森林公园，顺着山势修建，全长
5.2 公里，起点为玉峰山林场旱土管护
站，终点为东方山水老年公寓岔路口，由
无障碍步道、人工步道以及栈道组成，可
满足不同人群休闲、健身、游览的需求。
崖边观景台是远眺鱼复工业园和龙兴工
业园的最佳观景之地。

记者 张莎 龙帆 摄影报道/视
觉重庆

渝北玉峰山
临崖步道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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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水水质情况简报

2020年8月，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对我市4家供水企业的4个水厂进行了水质监测，抽检结果公布如下：

抽查单位

重庆长江水务集
团有限公司杨柳

水厂

云阳水利水电实
业开发有限公司
肖家湾水厂

重庆市自来水有
限公司沙坪坝水
厂高家花园车间

奉节县自来水有
限公司王家坪水
厂（二氧化氯）

《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

GB5749-2006
（限值）

备注

发布单位：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节水中心 咨询电话：63061623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余氯/二氧
化氯
mg/L

0.77

0.39

0.41

0.29

0.54

0.28

0.39

0.12

余氯≥
0.30

二氧化氯≥0.1

余氯≥
0.05

二氧化氯≥0.02

1、本月抽检单位各项检测指标均达标。
2、重庆长江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杨柳水厂，云阳水利水电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肖家湾水厂，重庆市自来水
有限公司沙坪坝水厂高家花园车间，奉节县自来水有限公司王家坪水厂均按出厂水106项、管网水42
项指标进行检测。

浊度
NTU

0.28

0.21

0.20

0.27

0.22

0.25

0.90

0.55

1NTU
(水源
与净
水技
术条
件限
制时
为3)

耗氧量
mg/L

1.75

1.70

1.42

2.70

1.97

2.23

1.14

1.25

3 mg/L
（水源限
制，原水
耗氧量
＞6mg/L
时为5）

色度
(度)

＜5

＜5

＜5

＜5

＜5

＜5

＜5

＜5

15度

臭和味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异臭
异味

菌落总数
CFU/ml

4

8

9

12

5

9

3

6

≤100
CFU/ml

总大肠菌群
CFU/100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0ml
不得检出

耐热大肠菌
群

CFU/100ml

未检出

--

未检出

--

未检出

--

未检出

--

100ml
不得检出

肉眼可见物

无

--

无

--

无

--

无

--

无

重庆市最美科技工作者故事

□本报记者 王丽

会诊救治重庆第一例新冠肺炎患
者、救治重庆第一例需要插管的新冠肺
炎危重症患者……9月29日，回想起
重庆出现疫情后自己参与救治的诸多
第一例，作为重庆市抗疫市级医疗救治
专家组组长的王导新依然历历在目。

55岁的王导新是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有30多年的临床经验。2003年，他曾
任重庆市“非典”医疗救治组副组长；今
年疫情发生后，他又被任命为重庆市抗
疫市级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我刚接到任命后，就接到了前往
巫山会诊重庆首个新冠肺炎疑似病例
的任务。”王导新说。1月20日，王导
新与另一位专家前往巫山县人民医院，
为一名44岁的女性疑似患者会诊。“从
患者的活动轨迹以及症状反映，我们的
初步判断是新冠肺炎，但是否确定，还
要等到诊断后才能定。”他说，对首个确
诊病例的研判必须谨慎无误。

当天下午，王导新与专家们一起进
入隔离病房为患者会诊，在忙碌近5个
小时后，专家组结合CT、氧和指数、呼
吸频率等指标，判断她属于新冠肺炎重
症患者，必须尽快转移到指定医院。当
晚，患者被转移到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并按专家组建议方案开展治疗。1月
29日，该患者治愈出院，成为我市第一
个康复的新冠肺炎患者。

2月3日，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
治中心一位危重症患者病情出现波动，
必须上有创呼吸机。“这是重庆第一例
需要插管的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王
导新说，插管过程中，患者因咽部异物
感产生对抗，咳嗽时喷涌出大量气溶
胶，即便穿着防护服、戴着正压面罩，也
有感染可能。同时，插管对医生的技术

有着颇高的要求——如果导管一旦放
置失败或送错位置，就可能危及患者生
命。

专家组经过讨论，决定由王导新带
着专家组两位成员一起做。在5个小时
的准备工作后，王导新与同事最终成功
为患者进行气管插管，让患者转危为安。

自重庆出现疫情以来，王导新的足
迹辗转万州、长寿、垫江、綦江、合川、巴
南等20个区县，奔波5000多公里，会
诊救治300多例新冠肺炎病例。

重庆本地新冠确诊病例清零后，他
仍然继续到巴南、长寿、北碚等区县及
公卫中心会诊、管理无症状者及境外输
入新冠患者50余例，坚持每周一次到
市公卫中心救治输入病例等。同时，开
展了5次新冠肺炎救治经验线上分享

视频会议，参会人数累计3万余人次。
在诊疗过程中，王导新结合自身的

专业优势，带领专家组创新、优化了多
种诊疗方案。其中包括新冠早期预警
与小剂量激素干预方法，重症新冠肺炎
恢复期血浆疗法，膜肺（ECMO）对新
冠病人的救治应用和效果等，提升了重
庆基层呼吸危重症救治技术。

此外，王导新还牵头撰写了两版重
庆市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救治方案，有
效提升了重庆市新冠肺炎患者治愈的
成功率。

“我们的工作还间继续。”王导新
说，虽然重庆目前的新冠肺炎确诊病患
清零，人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但是疫
情仍没有结束，他将和同事随时做好了
应急准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导新：

疫情中奔波5000多公里
会诊救治新冠肺炎病例300多例

□本报记者 李珩 实习生 王玉英

9月29日早上7点过，中国科学院
大学重庆医院（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李国庆就像往常
一样来到医院，交接班、查房，忙得团团
转。等他忙完之后，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了他，他讲述了今年初在武汉两个方舱
医院战“疫”的故事。

李国庆是重庆市第四批支援湖北
医疗队队员。2月4日，他随医疗队奔
赴武汉客厅方舱医院。

“外人可能无法想象我们在方舱内
的情景。”李国庆说，武汉客厅方舱医院
有A、B、C三个区，A区有床位1000
张，B区和C区各有500张，每个医生
平均面对150名患者，医护人员不足。
所以每次一入舱，患者就将李国庆团团
围住，有讲述病情的，有询问结果的，有
咨询口服药情况的……

那时，李国庆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护目镜被水汽遮住，忙得全身大汗，工
作效率只有平时的20%，“总有一种有
劲使不出的感觉。”他说。

为此，根据方舱医院的实际情况，
李国庆牵头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套餐”
诊疗方式：即病情轻微的病人，按照处
方模板开具药物；病情严重、有合并症
的病人，进一步详细了解病情，制定个
性化的诊疗方案。

让李国庆印象深刻的是一名40多

岁的女患者，她突发急性腹痛症状，一
脸苍白、满头大汗，发出痛苦的呻吟，但
随着时间推移，她出现了缺氧的症状，
右下腹部出现压痛、反跳痛。

“不排除发生阑尾炎穿孔、化脓性
腹膜炎的可能。”李国庆作出专业判断：
患者需要呼吸机治疗，并需要抽血检
查，甚至手术，但方舱医院并不具备这
些医疗条件。在给她安排吸氧、心电监
护、建立静脉通道、禁食禁水后，李国庆
赶紧拨打电话帮患者联系转院事宜。
但医院已安排不出救护车了，无法及时
转院。

李国庆便守在她身边，不断地打电
话请求转院支援，在拨打到第5个电话
后，他终于得到了肯定答复。此时，患者
意识已接近模糊，李国庆在她耳边反复
说：“你要坚持住！救护车马上就来了！”
当天下午3点，救护车到方舱医院接走了
女患者。转院后，患者很快转危为安。

自那以后，李国庆经常会问自己：
“我能为患者多做点什么？”

3月初，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李国
庆从武汉客厅方舱医院转战至沌口方
舱医院。一名20多岁的小伙子很着急
地找到李国庆，询问他的第二次核酸检
测是否排上号了。原来，他90多岁的
爷爷在金银潭医院已经康复，即将出院
却面临家中无人照顾的情况。得知他
的情况后，李国庆抓紧协调，第二天他
的检测结果就出来了，是阴性。随后，
小伙子顺利出院。

出院时，他面带笑容不住地向李国
庆道谢。李国庆说，看着一个个患者出
院，就是他最欣慰的事。

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医院（市人民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李国庆：

战斗在武汉方舱医院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实习生
王玉英）9月29日，市卫生健康委对日
前发布的《重庆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规
范》（第一版）（以下简称《规范》）进行了
解读。据悉，目前我市共组建8427个
家庭医生团队，到年底签约市民将达
800万人。

2016年，我市全面启动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但在签约服务过程中，却存
在规范化管理水平不高、服务要求不一

致等问题。为规范重庆市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市卫生健康委下发了《规范》，
并从10月1日开始施行。

“这就为重庆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提供了服务指南。”市卫生健康委基
层处处长胡彬说，按照《规范》，每个家
庭医生团队至少配备1名家庭医生、1
名护理人员、1名公共卫生医师（或者
从事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医联体内家
庭医生团队至少配备1名上级医院的

专科医生；农村地区的乡村医生应当纳
入家庭医生团队。

家庭医生要为签约居民提供常见
病、多发病的诊治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给予就医指导及向上级医院精准转诊，
为行动不便的签约居民提供上门诊疗服
务，建立并完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现阶段，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
将优先覆盖65岁以上老年人、孕产妇、
0-6岁儿童、残疾人、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以及高血
压、糖尿病、结核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等重点人群，并逐步延伸至辖区内托幼
机构、学校等重点功能社区。”胡彬说，截
至目前，全市共组建家庭医生团队8427
个，签约752万余人，在家且有签约意愿
的建卡贫困人口签约实现全覆盖。

据透露，我市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正在试点“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下一步可望在全市推广。

《重庆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规范》（第一版）10月1日施行

今年底我市800万居民将有家庭医生

本报讯 重庆大学离休干部廖伯纲同志，因
病于2020年9月26日逝世，享年94岁。廖伯纲
同志系四川自贡人，1949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

廖伯纲同志逝世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万州分行

机构编码：B0009350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65797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
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玉龙路271号附1号、271号附3号至9号、273号、
275号、277号、279号、281号、283号、239号附27号至31号

邮政编码：400000 电话：023-58216316
成立日期：2020-06-09 发证日期：2020-06-2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万州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两江分行

机构编码：B0001L350040001
许可证流水号：65857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
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
青枫北路6号1-10

邮编：401121 电话：023-62915117
成立日期：1997-12-15 发证日期：2020-09-2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两江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童家桥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50000036 许可证流水号：65954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小杨公桥108号附33号
邮编：400000 电话：023-86262917
成立日期：2014-07-21 发证日期：2020-06-1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美邻汇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350040035 许可证流水号：658569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斑竹路19号附11号
邮编：400000 电话：023-86073809
成立日期：2016-01-07 发证日期：2020-07-23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盘龙新城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50000020 许可证流水号：65955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彩云大道8号附93号3-50号、4-13号至4-20号
邮编：400000 电话：023-86051536
成立日期：2013-07-23 发证日期：2020-07-1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凤天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50000021 许可证流水号：65953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凤天大道59号
邮编：400000 电话：023-88052338
成立日期：2013-12-20 发证日期：2020-04-2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高滩岩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0000111 许可证流水号：65955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正街31-2-1、31-1、31-2号
邮编：400000 电话：023-65311256
成立日期：1998-05-01 发证日期：2020-09-1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区华晖路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350040075 许可证流水号：658574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华晖路9号、11号
邮编：401128 电话：023-67823815
成立日期：2005-02-02 发证日期：2020-09-2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2020—59
根据国家和重庆市相关规定，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公开出让以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公开出让交易环节的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二、报名期限
2020年9月30日12时－2020年10月20日12时。
三、申请人资格
申请人应具备的竞买资格要求详见竞买须知。
四、出让资料查阅、下载
申请人可在报名期限内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领取出

让资料（《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竞买须知》、宗地规划条
件、宗地规划附图、《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示范文本）
以及其他相关文件），也可在报名期限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网址：http://www.cqggzy.com），进入重庆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s://td.cqggzy.

com/），查阅、下载出让资料。
五、报名方式和程序
本次公开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采取现场报名或网

上报名方式：
（一）现场报名：申请人可于报名期限内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

到指定账户，并持报名资料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报名
申请。经审查通过的，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确认其竞买资格。

（二）网上报名：申请人可于报名期限内登录重庆市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提交竞买申请，在
报名期限内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提交报名资料电子档。经审
查通过的，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交易方式
报名期限内只有1家申请人取得竞买资格的，采用挂牌方式

出让；报名期限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请人取得竞买资格的，
将采用现场拍卖方式出让。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人。若申请人在拍卖环节均未竞价，竞买保证金最先到账
的申请人将确定为竞得人，并以起拍价作为成交价。

七、竞买保证金交纳
（一）现场报名：申请人在持报名资料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提交报名申请前，须在报名期限内交纳保证金至指定保证金账号。
（二）网上报名：申请人在报名期限内登录重庆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并提交竞买申请后，交易系
统自动生成随机保证金账号。申请人应在报名期限内交纳竞买
保证金至随机保证金账号。

（三）竞买保证金可用人民币、港元、美元、欧元、新加坡币、
日元支付。使用外币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境内或境外申请人，应
选择对应保证金交纳账号，并按保证金到账当日的外汇买入价
等值竞买保证金的外币交入外币专用账户。采用外币或境外人
民币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需提前与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联系，确认交款方式和账号。

（四）保证金账户只接受银行转账或电汇方式，不接受现金
或现金汇款，不得代交。

八、联系方式
（一）出让人及联系方式
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联系

人：朱先生，联系电话：023-63878281。
（二）承办机构及联系方式
承办机构: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

栋，联系人：王先生，联系电话：023-63628117。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9月30日

一、基本情况
（一）商住类

序号

20120

20121

20122

（二）工业类

序号

G20058

G20059

宗地位置

高新区西永组
团L分区

渝北区两路组
团F分区

渝北区两路组
团F分区

宗地位置

两江新区水土
组团A分区

渝北区唐家沱
组团N分区

地块规划编号

L60-2/04地块

L62-1/05地块

小计

F25-1地块

F25-2地块

地块规划编号

A02-1-1地块

N2-1-3（西侧
部分）地块

土地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

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土地用途

一类工业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

土地出让面积（㎡）

43966

38762

82728

57830

55246

土地出让面积（㎡）

89740.2

13333

总计容建筑面积（㎡）

≤92328.6
≤85276.4
≤177605
≤86745
≤82869

容积率

0.7≤容积率≤1.5
0.7≤容积率≤1.5

建筑密度

≤35%
≤35%

/

≤35%
≤35%

产业类别

医药制造业

金属压力容器制造

绿地率

≥30%
≥30%

/

≥30%
≥30%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5000
≥7500

出让年限

住宅50年

住宅50年

/

住宅50年

住宅50年

产出要求（万元/公顷）

≥10000
≥15000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133915

70784

69113

出让年限

工业50年

工业50年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2280

907

竞买保证金（万元）

26783

14157

13823

竞买保证金（万元）

456

182

备注

1.该宗地总计容建筑面积为177605平方米（住宅）。2.开竣工时间：各地块均应在交地后3个月内开工，
整体项目开竣工时间不超过2年半，整体项目竣工期限按首期约定开工时间起算。

1.该宗地总计容建筑面积为86745平方米（住宅）。2.开竣工时间：交地后3个月内开工，开工后2年内
竣工。
1.该宗地总计容建筑面积82869平方米（住宅）。2.开竣工时间：交地后3个月内开工，开工后2年内竣
工。

备注

1.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关于两江新区水土组团A48-4地块等6宗建设用地
环保意见的函》（渝环两江函〔2020〕122号）。2.开竣工时间：交地后3个月内开工，开工后2年内竣工。

1.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渝北区生态环境局关于N2-1-3（西侧部分）地块拟新建制冷设备项目环保征
求意见的复函》（渝北环函〔2020〕129号）。2.开竣工时间：交地后3个月内开工，开工后2年内竣工。

G20060

G20061

备注：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渝北区空港组
团U分区

渝北区空港组
团U分区

U01-1（东侧部
分）地块

U02-1/02（东
侧部分）地块

一类工业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

12938

23350

1.0≤容积率≤1.5

1.0≤容积率≤1.5

屠宰及肉类加工

屠宰及肉类加工

≥7500

≥6420

≥15000

≥12855

工业15年

工业15年

264

477

53

96

1.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渝北区生态环境局关于U01-1/02、U02-1/02等4个地块拟迁建智能智慧化生
猪屠宰加工园产业、旺峰肉业—食品加工园等4个项目征求环保意见的复函》（渝北环函〔2020〕141
号）。2.开竣工时间：交地后3个月内开工，开工后2年内竣工。

1.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渝北区生态环境局关于U01-1/02、U02-1/02等4个地块拟迁建智能智慧化生
猪屠宰加工园产业、旺峰肉业—食品加工园等4个项目征求环保意见的复函》（渝北环函〔2020〕141
号）。2.开竣工时间：交地后3个月内开工，开工后2年内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