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新闻 12CHONGQING DAILY

2020年 10月27日 星期二
编辑 王濛昀 美编 张辉

近年来，黔江区卫健委扎实推进健
康扶贫，探索创新出“三重保障”“三个精
准”“三方帮扶”的“三个三”策略，致力解
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努力实现贫
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逐步构建覆盖
全区贫困人口可靠高效的医疗保障体
系、医疗服务体系和疾病防控体系。

黔江区卫健委聚焦贫困群众的健康
需求，强化“组织保障、服务保障、政策保
障”三重保障，切实守护贫困群众的生命
健康。

黔江区委、区政府成立“两不愁三保
障”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区卫生健康委成
立健康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有力强化组
织保障，确保贫困群众“健康有人管”；派
乡村医生、保健员深入贫困村、贫困户，
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医疗卫生、疾病
预防等服务，建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

队219个，成功强化服务保障，确保贫困
群众“患病有人治”；注重强化政策保障，
在实施七道医疗保障基础上，设立健康
扶贫基金，对符合条件的贫困群众进行
二次救助，确保贫困群众“治病能报销，
大病有救助”。

此外，区卫健委靶向“精准预防控
制、精准治疗疾病、精准整改问题”三个
精准，致力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通过加大健康环境创建力度、委托
三方机构考核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强化
农村慢性病综合防控等措施，实现精准
预防控制。截至目前，该区成功创建3个
国家级卫生乡镇和11个市级卫生乡镇，
于2019年正式获得全国健康促进区命
名。

为实现精准治疗疾病，区卫健委实
施“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管

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的行动计
划，救治贫困患者38315人次，并结合实
际印发《黔江区农村贫困人口因病分类
救治方案》。

针对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指出的
问题，区卫健委列出了问题清单、任务清
单、责任清单，做到问题整改零遗漏、全
覆盖，实现精准整改问题。

不止如此。区卫健委做实“结对帮
扶、集团帮扶、协作帮扶”三方帮扶工作，
全方位增加贫困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在结对帮扶方面，区卫健委落实55
名帮扶干部结对帮扶深度贫困镇金溪镇
岔河村59户贫困户，积极筹措资金支持
产业发展，实现该村239人的全部脱贫；
在集团帮扶方面，争取市卫生帮扶集团
的支持，投入2000余万元，按照市级示
范乡镇卫生院标准，将金溪镇卫生院整

体迁建，并投入250万元对7个村卫生室
进行改造提升；在协作帮扶方面，与山东
省日照市签署扶贫协作协议，组织人员
到日照市进修学习，同时山东省委派24
名业务骨干在黔江对口帮扶。

区卫健委通过“三个三”策略，健全
区、乡、村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实现了30
个基层医疗机构全覆盖，区域内就诊率
达到90%；2019年以来，区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住院 30729 人次，慢性病门诊
29591人次，重大疾病门诊7091人次，
今年患者自付比例分别为 9.79%、
18.32%、10.08%，有效减轻贫困群众就
医负担、提升就医方便度和满意度。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卫生健
康信息平台建设、强化分级诊疗制度、加
强健康扶贫基金保障等措施，继续打通
健康扶贫‘最后一公里’。”黔江区卫健委
党委书记、主任冯本学表示。

何月梅

打通健康扶贫“最后一公里”黔江区卫健委
机构名称：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合川中心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袁帅 机构编码：0000615001008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街道办事处南津街499号17幢26-1、26-2、26-3、

26-4、26-5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合川区南办处南津街499号17幢26-1、26-2、26-3、26-4、26-5、

4-1、4-2、4-3
发证日期：2020年9月23日 邮政编码：401520 联系电话：13808343477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开办以下业务：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人寿保险、年金

保险以及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它人身保险业务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3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川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江北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肖仕奇 机构编码：000002500105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六支路1号附2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创富路3号3幢1－1（所在楼层名义层2层）、19－1、19－2、

19－3、19－4、19-5（所在楼层名义层20层）
成立日期：1996年10月20日
邮政编码：400020 联系电话：023-88356717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

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10月2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南川规资（土地）告字〔2020〕22号

经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批准，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挂牌出让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8分区01/01（E）地块、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2分区04/01（E）地块、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2分区04/01（F）地块等3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委托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具体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此次挂牌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表)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组织

均可申请参加，可以独立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但法
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以及凡在我区欠缴土地出
让价款、造成土地闲置等违约行为的除外）。

三、公告时间
2020年10月27日9时00分至2020年11月15

日17时00分，相关资料由竞买人在重庆市公共资源
交易网（南川区）（https://www.cqggzy.com/nan-
chuanweb/）自行下载获取。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0年11月15日16
时00分。

保证金账号：详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南川区）

（https://www.cqggzy.com/nanchuanweb/）。
递交竞买文件时间：2020年11月16日8时30分

至15时00分（工作时间）。地点为南川区公共资源综
合交易中心。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将在2020
年11月16日15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出让方式及相关要求
出让方式：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以挂牌

方式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时间：2020年11月16日15时30分（如

有变动另行通知）。
挂牌截止时间：2020年11月16日18时00分
挂牌出让地点：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受让人的确定：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五、联系方式
（一）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地址:南川区商务中心右副楼二楼
联系电话：（023）71610555

（二）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23）71421580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10月26日

编号

NC2020让
10-3-2

NC2020让
10-3-3

NC2020让
10-3-3

地块名称

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8
分区01/01（E）地块

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2
分区04/01（E）地块

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2
分区04/01（F）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10166
（约15.25亩）

7508
（约11.26亩）

8737
（约13.11亩）

规划指标要求

产业准入类别：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制作，固定投资强度78.33万元/亩（最终以相关部门核定的标准为准），固定产出强度≥667万元/亩。普通工业项
目容积率下限控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限按1.5控制。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其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分别不得大于项目总
建筑用地面积和总建筑面积的7%。海绵城市规划条件：年径流污染物去除率不低于50%。其他规划条件按南规资条件〔2020〕0023执行。

产业准入类别：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制作。固定投资强度78.33万元/亩（最终以相关部门核定的标准为准），固定产出强度≥667万元/亩。普通工业
项目容积率下限控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限按1.5控制。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其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分别不得大于项目
总建筑用地面积和总建筑面积的7%。海绵城市规划条件：年径流污染物去除率不低于50%。其他规划条件按南规资条件〔2020〕0023号执行。

产业准入类别：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制作。固定投资强度78.33万元/亩（最终以相关部门核定的标准为准），固定产出强度≥667万元/亩。普通工业
项目容积率下限控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限按1.5控制。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其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分别不得大于项目
总建筑用地面积和总建筑面积的7%。海绵城市规划条件：年径流污染物去除率不低于50%。其他规划条件按南规资条件〔2020〕0023号执行。

用地性质

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年）

50

50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8

79

92

起始价
（万元）

108

79

92

□本报记者 王翔

“大家都加把劲，争取这几天就把地
平整完，过几天还得回潼南播种油菜
呢！”10月19日，垫江县永平镇，潼南佳
禾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华指挥
拖拉机平整土地时，不时提醒几句。

十几年前，杨华还只是一位在镇上
经营蜂窝煤生意的小老板，如今已成为
潼南农业机械化耕作的倡导者和急先
锋、一名扎根于农业机械化生产的“新农
人”。其主导成立的佳禾机械种植专业
合作社，每年机械化耕作面积达6万余
亩，业务范围扩展至周边多个省市。

田间地头觅商机
跨行当起拖拉机手

杨华是土生土长的潼南崇龛人，目
睹了家乡这些年的巨大变化：农村青壮
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村中只有留守
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大片良田荒芜。他
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耕作和收
割成本过高，加之劳动强度大，田地闲置
也就不难理解了。

“既然这样，我就来为他们解决这个
难题！”曾经当过兽医、外出打过工、开过
蜂窝煤店的杨华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商
机，决心用成本远低于人工的机器，来代
替农民劳作，在大家当时不被看好的田
间地头，成就一番事业。

2005年底，杨华拿出家里大部分积
蓄购买了收割机和拖拉机，成为了一名
拖拉机手。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
遭遇村里老人们怀疑的眼光，“用这个机
器耕的田，哪里会有用牛耕的实在哟！”

“这个拖拉机在田里面来回跑，种出的粮
食能好吃么？”……

为了打开市场，杨华把耕田机器开
到邻近乡村，在路边一块水田做示范。

“咦，这个是要比用牛犁的深得多吔！”
“你看，这些泥块一次性就变细了，不用
再费一道工夫……”示范的效果显而易
见，但更加诱人的是价格：当地牛耕1亩
地在150元左右，而机器耕作只需70元。

杨华的机器耕田由此一炮而红。村
民们口口相传，渐渐地，周边乡镇的农户
都知道了，“地里有农活儿忙不过来，直
接找杨华。”

服务农业种收全链条
农机下地又上天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进步，特别是近
年来，潼南大力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大户和业主对农机的需求更加旺盛。
2008年，崇龛举办了首届菜花节，周边
的数千亩土地都流转给了业主，全靠杨

华进行油菜种植收割，仅此一项，就让他
感到忙不过来。

面对迅速扩张的市场，杨华想到了
抱团发展。2009年，杨华与几名合伙人
一起，成立了潼南县佳禾机械种植专业
合作社，开始瞄准农业种收的全链条，开
展农机社会化服务。

“这些年，我们合作社发展非常迅
速。”杨华指着地里两人高的拖拉机说，
这就是最新型的中型联合收割机，其效
率是小型收割机的数倍以上，特别适合
重庆这种丘陵地区。

如今，合作社已拥有拖拉机、收割
机、植保机、播种机、烘干机等各类农业
机械100余台（套），成为潼南最具规模
的农机专业合作社，每年机械化耕作面
积达6万余亩，业务范围扩展至周边多
个省市。

“特别是2017年底，我们购买了3
台无人机，合作社的农机既能下地又能
上天了。”杨华说，合作社购买的大型无

人机可以进行播种、农药喷洒植保等作
业，可以大幅提高水稻、高粱、油菜的生
产效率。

就拿播种来说，传统农机一天8小
时才能播种50至60亩，无人机1小时
可播种60至70亩，是传统农机的10倍
左右。

瞄准农业生产中后端
新事业再起航

10多年的农业机械化服务经验，让
杨华成为了潼南农机发展的一面旗帜。
然而，杨华的梦想并不止于此，多年的行
业深耕经验，让他更清醒地认识到了农
业发展新方向。

“我们做的是农业生产的前端，真正
赚钱的还是中端和后端。”杨华说，所谓
的中端就是指的农产品加工，后端就是
销售。通过加工后，农产品的附加值大
幅上升，再加上销售，利润十分可观。

从2018年开始，杨华就开始试水，
陆续买了4台大型烘干机，一天可烘干
油菜等作物100余吨，几乎承包了崇龛
镇及周边数个乡镇的烘干业务。不止于
此，杨华还买来榨油设备，自己进行油菜
榨取，每年生产菜籽油300余吨。

“我们的菜籽油用料实在，口味、品
质都上佳。所以，这两年，我们的菜籽油
已经进入很多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食堂。”
杨华说，加工销售菜籽油的成功经验，让
他对未来合作社进入农产品加工销售领
域充满了信心。

依托这些设备，每年仅四川遂宁就
有近千吨大米运到杨华这里来烘干。目
前，合作社正在进行前期市场调研，未来
准备购入剥壳机、色选机等，利用大米原
料优势，自己生产“琼江米”。“现在大家
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我相信，今
后，生态绿色的‘琼江米’一定能受到市
场的欢迎。”杨华说。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 既能下地也能上天
——“新农人”杨华的农业机械化生产之变

□本报记者 颜若雯

9月初，在巫溪县红池坝镇茶园
村的茶园基地，村民丁大卫忙着往货
车装新制的粗茶。这批货，将给丁大
卫带来1000余元收益。现在，丁大
卫一年仅靠种茶卖茶，就能挣12000
余元。

在茶园村，依靠种茶卖茶增收的
村民有290户。今年春季，他们销售
茶叶鲜叶户均收入2870元，最高的
达到了11433元。村民们的种茶致
富路上也有巫溪县人大代表、茶园村
支部书记粟友卓的一份努力。2017
年以来，他带领当地群众发展茶产
业，让小小茶叶成为脱贫“黄金叶”。

“红池坝镇自古种茶，属中高山
茶叶生产区。”粟友卓介绍，过去，因
为红池坝镇地处偏僻，长期粗放式种
茶、作坊式加工、熟人式推销，使得茶
产业经济效益低下，上世纪90年代
后，当地茶叶产业逐渐没落。

2003年，在外务工多年的粟友

卓回到老家，流转土地种植茶叶，生
产规模逐渐扩大。2011年，粟友卓
当选县人大代表，此时已担任村支部
书记的他默默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茶
叶产业发展起来。2013年，他流转
100亩土地打造标准化茶园，同时向
群众传授种茶技术。由于茶树投产
至少3年，粟友卓用茶叶加工收益
补贴建设标准化茶园，3年间亏了
不少钱。

2016年，在粟友卓的建议下，当
地政府将茶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发展，
相关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同时，他通
过院坝会、主动上门等方式，发动群
众一起种茶。当时，粟友卓的标准化
茶园已经看见效益。示范带动下，他
很快发动246户村民开始种植500
余亩茶叶。

此后，粟友卓又与驻村工作队一
起向当地政府争取补贴。现在，当地
每发展1亩茶园，政府会在首年给予
2100元建园补助基金，之后每年补
贴300元，用于茶园管护。

去年，茶园村重新组建了由村集
体控股的茶叶加工企业——巫溪县
新茗茶叶有限责任公司，完成450平
方米的茶叶生产车间建设。目前，该
生产车间年产量近3吨，年产值近
200万元，向村民支付茶叶鲜叶款
70.95万元。

巫溪县人大代表粟友卓

种茶变个法 脱贫有门路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0月2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2020重庆市中
西医肝病学术年会暨第九届两江肝
病论坛上获悉，中国降低乙肝患者肝
癌发生率研究（绿洲）工程项目（以下
简称“绿洲”项目）在渝启动，该项目
将观察研究慢性乙肝患者的5年肝
癌发病率，通过建立长期的抗病毒治
疗数据库，以优化慢性乙肝抗病毒治
疗方案，探索如何降低中国乙肝患者
肝癌发生率。

该项目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感染科张文宏教授团队提供技术
支持，其计划在全国设立100家项目
医院，观察研究2万名慢性乙肝患者
的5年肝癌发病率。

据介绍，此次入组“绿洲”项目的
重庆医院有重医附一院、重医附三
院、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开州区
人民医院、大足区人民医院，乙肝患

者可选择就近医院参与该项目。其
中，重医附一院是牵头单位。

“这是国内第一个降低慢性乙肝
相关肝癌发生率的前瞻性队列研
究。”重医附一院感染科主任李用国
说，数据显示，在我国肝癌患者中，由
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比例高达
92.05%。

目前慢性乙肝还无法彻底治愈，
在临床上，会采用核苷类药物治疗、
聚乙二醇干扰素治疗或两者联合使
用，“绿洲”项目的意义就在于帮助临
床医生优化治疗方案，有效预防乙肝
患者肝硬化、肝癌的发生。

在年会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通过视频连线
表示，“绿洲项目”主要观察目标为比
较不同治疗方案下慢性乙肝5年的
肝癌发生率，探索干扰素抗病毒治疗
降低肝癌临床技术规范。

“绿洲”项目征集2万名慢性乙肝患者
将探索如何降低其肝癌发生率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0 月
26日，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
我市降雨频繁，大部分地区气温在
14～22℃之间，最低气温仅10℃。

据实况监测显示，截至26日15
时，我市东北部以及丰都、彭水和江
津等部分区县最高气温超过20℃。
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中心城
区有零星小雨或间断小雨，气温在
16～20℃之间。

具体来看，26日夜间到27日白
天，中西部和东北部阴天转间断小雨
或零星小雨，其余地区阴天。大部分
地区气温14～21℃。

27日夜间到28日白天，大部地
区间断小雨，东南部偏南地区阴天。
大部分地区气温14～20℃。

28日夜间到29日白天，中西部和
东南部地区零星小雨转阴天，其余地
区阴天。大部分地区气温13～22℃。

未来三天我市又有降雨
川美80周年灯光秀

超炫酷！

杨华示范操作收割机。 （受访者供图）

10月26日，四川美术学院大学城校
区，炫酷的艺术灯光秀吸引不少市民前来
观看。

四川美术学院迎来建校 80 周年校
庆周。川美黄桷坪、虎溪两大校区的八
大标志性地点，当晚开启颇具设计感的
艺术灯光秀。八秩沧桑薪火相传，该校
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回顾光彩川美的艺
术历程。

记者 李星婷 郑宇 摄影报道/视
觉重庆

最美人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