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颜若雯

“预算第13项，关于凤凰镇安全监
管工作续建项目中，计划新安装充电桩
12处，小计6万元。电动车充电桩安
装前基础设施必须由政府出资整治
吗？产生的电费如何计算？安全有保
障吗？有没有可能完全交给市场解决，
由企业牵头做这件事？”

2020年 12月 21日下午，沙坪坝
区凤凰镇，该镇2021年预算公开评审
会议正在召开。

这是一次在我市具有创新意义的
会议——

根据“一级财政一级预算”原则，往
年，凤凰镇镇级次年预算在镇人代会上，
经本级人大代表表决通过后即可执行，
但由于预算审查专业要求度较高等因
素，镇级预算编制不够精细、预算执行效
果有待提升等情形多发。

为此，2020年末，沙坪坝区首次在
全区所有镇开展预算公开评审工作。
由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区财政局、
镇纪委书记、区镇两级人大代表等组成
评审组，对镇级次年预算开展流程标
准、专业严谨的公开评审。评审中，几
万元甚至几千元的镇级财政支出都要
反复推敲，评审结果还将进行公示。经
过预算公开评审的次年财政预算，将在
镇人代会上由镇人大代表进行表决。

压减公用经费 财政拨款基
数内项目资金相应增加

“凤凰镇幅员面积31.7平方公里，

辖7个行政村（132 个合作社）、1个社
区，辖区总人口2.94万人。”评审会一
开始，凤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黄浦就
作为主汇报人，陈述了凤凰镇主要职能
和重点工作，往年度专项安排及使用情
况，本次申报项目总体情况并分项目说
明申报的依据、绩效目标、执行条件、经
费预算等。

据了解，按照政府“过紧日子”要
求，凤凰镇 2021 年公用经费在上年
度基础上继续压减 30%。由于凤凰
镇 2020 年预算执行进度良好，为此
在财政拨款基数大致不变的情况下，
该镇项目资金从2020年的390.09万
元上涨到 2021 年的 510.15 万元，加
上基数外项目及非税项目金额，2021
年 凤 凰 镇 项 目 预 算 建 议 资 金 为
627.85万元。

这627.85万元财政资金，如何用
在刀刃上，真正发挥出效益，是预算公
开评审的最终目的。为此，评审组对
16个预算项目逐一进行了“诊断”。

“两年市政管护项目预算完
全一样，请给出合理解释”

“2020年和2021年要修的项目完
全一样吗？为什么预算金额相同？”评
审的第2个项目，是凤凰镇市政管护续
建项目。来自区财政局的评审组成员
抛出的问题，顿时让评审现场“辣味”浓
了起来。

2020年，该项目预算77万元，1-
10月执行61.16万元。2021年预算申
报同样是77万元。

黄浦回答，参照前几年预算执行情
况，加上对2021年市政设施维修维护
等情况的测算及预判，测算出了77万
元这个金额。

“2021年，凤凰学校周边整治计划
使用37万元，这属于一次性因素，为什
么也包括在77万元的总额里，请给出
合理解释。”评审组成员仔细分析项目
明细后，继续追问。

凤凰镇有关负责人回答，由于镇财
力比较紧张，按照轻重缓急和群众意
愿，逐年实施相关项目。2020年实施
的一个景观大道树池维修及行道树修
整项目，也属于一次性因素，花费了30
余万元，因此两年的市政管护续建项目
预算资金相同。

“安装电动车充电桩很有必
要，但是不是必须由政府出资整
治安装前的基础设施？”

当评审进行到第13个项目“安全
监管续建”时，评审组成员将目光集中
到了“老旧小区（三无小区）消防隐患整
治”这一具体内容。

根据表格，凤凰镇计划使用9万
元，对辖区老旧小区（三无小区）消防隐
患进行整治，其中计划引入市场主体在
12个地方安装两轮电动车充电桩，政
府负责基础设施场地整治，每个地方约
5000元，小计6万元。

“安装电动车充电桩很有必要，但
是不是必须由政府出资整治安装前的
基础设施？出资安装后产生的电费如

何计算？安全有保障吗？有没有政府
搭台、市场解决的可能？”评审组成员一
连提了好几个问题。

对此，凤凰镇有关负责人解释，这
是由于镇上老旧居民楼住户长期使用

“飞线”为两轮电动车充电，十分危险，
存在较大消防安全隐患。因此，镇政府
计划引入市场主体来安装两轮电动车
充电桩，运营、管理、安全等均由运营商
负责。由于凤凰镇的小区（均为无物业
小区）不多且人口较少，市场主体利润
微薄，参与意愿不强，镇政府研究后决
定对前期必要的场地进行基础整治，以
便更好吸引市场主体来投资建设充电
桩，预估前期每处场地整治费用约
5000元。

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在评审组投
票阶段，“安全监管续建”项目因电动车
充电桩前期场地整治是否应由政府出
资实施以及出资占比等问题，被集体决
定需形成细化方案再通过办公会研究
决定。

“可以预见，如果没有这次规范、专
业的预算公开评审，像安装充电桩的前
期基础设施整治这样的预算支出，不会
被细究。现在，通过公开评审，政府要
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参与预算公开评审的一位镇人大代表
感叹。

据悉，去年12月，沙坪坝区首次在
全区4个镇全部开展了预算公开评审，
每一笔镇级预算都经过了专业人士的
反复推敲，力求把有限的财政资金花出
更大效益。

几万元甚至几千元的预算项目也要被“挑刺”
——沙坪坝区首次开展镇级预算公开评审，力求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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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莎

日前，江津区致力于推广遗体器官
捐献的夫妻——龚光荣、李洪玉，被评
为了2020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从忍痛捐献儿子的遗体器官，到夫妇俩
签署遗体捐献志愿书，再到带动周边
178名群众加入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的行列，他们用善良酝酿出新生与希望
的故事，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时间回溯到2011年8月，龚光荣夫
妇唯一的儿子龚莜植退役后不幸罹患上
淋巴细胞白血病。缠绵病榻一年多的
龚莜植感到治愈无望，在逝世前向父母
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爸爸，妈妈，我
生病一年多，得到了社会各界捐助，我无
以为报，就把器官和遗体捐了吧。”

夫妇俩忍痛答应了儿子的请求，第
二天就联系了市红十字会前来登记遗
体捐献。

2012年9月7日，27岁的龚筱植
停止了心跳。按照儿子的遗愿，龚光荣
夫妇向重庆医科大学捐献了龚筱植的
遗体及眼角膜。4天后，重庆医科大学
发来感谢信：龚筱植的眼角膜被成功移
植，帮助了两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那
一刻，龚光荣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感觉
儿子以另一种方式活着，他还看着这个
世界！”

也就是从那时起，夫妻俩深刻体会
到遗体器官捐献就是在用爱为生命续
航。2014年初，龚光荣、李洪玉前往江
津区红十字会，正式签署了遗体器官捐

献志愿书，成为德感街道南华社区第一
个签订遗体捐赠协议的家庭。

“弘扬人道、彰显博爱、崇尚奉献”，
在龚光荣一家三口的遗体捐献证书上，
印刷着三个醒目的词语。

尽管遗体捐献利国利民，但在保守
的乡邻看来，他们的行为无异于“离经
叛道”。

乡亲们的质疑，让龚光荣和李洪玉
异常难过。“我儿是为了医疗事业、为了
延续他人生命自愿无偿捐献遗体，不是
为了钱！”执着的龚光荣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为儿子正名，为遗体捐献公益事
业正名！

一个大胆的想法，开始在龚光荣心
里形成：何不借此机会，把遗体器官捐
献这件事推广开来，为社会留下更多的
爱与希望？

为了让更多群众了解遗体捐献公
益事业，只有初中文化的龚光荣多次
前往江津区红十字会拿资料、向工作
人员请教，疯狂补习专业知识。在全
面掌握相关知识、流程后，他又将群众
眼中“犯忌讳”的语句编成“言子儿”，
或在茶余饭后的闲聊中，或前往小区
院坝、滨江路等人群集中的地方宣讲，
降低大家对遗体捐献的“敏感度”。

李洪玉也不闲着，经常带着一家三
口的捐献证书和志愿者证书，挨家挨户
给群众做工作，讲述儿子捐献遗体的动
人故事。

“对生命的珍惜，是让生命以爱的
形式延续。”近6年来，在夫妻俩的宣传
动员下，已有178名群众签下“遗体器
官捐献志愿书”，加入到遗体捐献志愿
者行列——他们所在的社区就有111
人，他们自己的大家庭里有6人。龚光
荣、李洪玉用坚持播下一颗颗爱的火
种，留下一个个延续生命的希望。

龚光荣、李洪玉

这对夫妻带动178名群众
成为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本报讯 （记者 张莎）一年中最
冷的时候，迎来最暖心的爱。1月14
日，重庆市第八届红樱桃“冬日针爱”志
愿行动捐赠仪式在渝中区七星岗通远
门城墙公园举行。

这个冬日，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市教委、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等部
门共同开展了第八届红樱桃“冬日针
爱”志愿行动，为高寒凝冻山区留守儿
童、困境儿童送去温暖。

你织毛衣、我打手套、她缝帽
子……第八届红樱桃“冬日针爱”志愿
行动开展以来，在各区县宣传部、文明
办积极组织下，全市有4万余志愿者加
入编织志愿者队伍，他们中有花甲老
人，也有青春活力的在校大学生；有默
默奉献的学校老师，也有辛勤奋进的企
业职工；有普通的热心市民，也有成功
的爱心企业家。

为表彰活动中涌现出的有爱心、能
奉献、示范带动作用好的编织志愿者及
组织单位，捐赠仪式上还对胡方等100
名“最美编织志愿者”、渝中区七星岗街
道办事处等60个“优秀组织单位”进行
了表彰。

“最美编织志愿者”、大渡口区跃进
村街道居民舒玉琴说，她将进一步发挥

带动作用，在每一个寒冷的冬天都用针
线和真挚的爱心温暖山区的留守孩子
们，“点燃一盏灯、照亮一大片”，让可爱

的孩子们在每一个冬天都能享受到巴
渝大家庭的浓浓厚爱。

活动中，一张戴着黄色围巾和帽子的

小女孩照片出现在大屏幕。她是巫溪县文
峰小学六年级学生田彩梅，照片摄于2013
年，当时她才4岁，现在已经11岁了。

田彩梅是连续7年的“冬日针爱”
受益者。她的爸爸眼睛不好，在重庆做
盲人按摩，妈妈在广东打工，隔很久一
家人才能相见。

“我的家乡巫溪县文峰镇是高海拔
山区，冬天的时候很冷，还会下雪。但是，
每年冬天我会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那
就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编织的围巾、
手套和帽子，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但是
这些毛绒绒的礼物让我感觉爸爸妈妈离
我不远，我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大家庭。”

据了解，重庆市红樱桃“冬日针爱”
志愿行动已经连续开展了8年。8年
来，全市编织志愿者由最初的6000多
人，发展到如今的30万人；参与单位从
开始的零星个体，发展到现在的60多
所学校、100多家爱心企业以及80多
个志愿服务组织；活动中编织的成品超
过127万件，让70万人次的山区留守
儿童在寒冷的冬天感受到浓浓的暖意。

14日的捐赠仪式后，志愿者们将
分批把6万余件围巾、手套、帽子等爱
心物资运送到我市高寒凝冻山区，作为
新年的“最美礼物”送到留守儿童手中。

最冷的时候送去最暖的爱
重庆市第八届红樱桃“冬日针爱”志愿行动捐赠仪式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月14
日，市教委为5所独立学院转设普通本
科高校集体授牌。

据了解，此次重庆市共转设5所独
立院校，数量居全国前列。它们分别
是：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转设为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重庆工商大学融智
学院转设为重庆财经学院、四川外国语
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转设为重庆外
语外事学院、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转

设为重庆移通学院、重庆大学城市科技
学院转设为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独立学院转设普通本科高校是我
市民办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有益探索。”
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主任黄政介绍，独
立学院转设有利于学校理顺办学和管理
机制，提高办学水平；有利于我市高等教
育结构优化和高等学校分类发展，对“十
四五”时期推动我市高等教育高质量发
展、建设教育强市具有重要意义。

重庆5所独立学院
转设为普通本科高校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 月 14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医疗保障局获
悉，今日起，我市行政区域内政府举办
的公立医疗机构、国企医院和在渝部队
医院等将正式执行国家组织冠脉支架
集中带量采购结果，这意味着重庆市民
能用上“700元心脏支架”了。

据了解，我国每年约有100万冠心
病患者植入冠脉支架，冠脉支架介入手
术已被公认为是一种安全的常规治疗
方法。但由于支架价格过高，放弃植入
冠脉支架的患者也不在少数。

去年11月5日，我国首次开展的
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市
开标，此次集中采购的对象是冠脉支
架。经过集采，国产、进口支架共10种

产品中选，单价均价从1.3万元左右下
降至700元左右，降幅约93%。

“按照我市意向采购量计算，预计
一年可节省医疗费用1.8亿元。”市医
保局有关负责人说，我市已组织中选企
业按照中选价格完成产品挂网，指导企
业及时根据医疗机构需求备货，库存备
货不达标企业将会被约谈；指导医疗机
构按照库存备货满足采购结果执行首
月用量要求做好中选支架采购准备；督
促各级医保部门组织人员完成了对医
疗机构库存备货、采购进度的全覆盖检
查。下一步，我市将配套医保预付金、
支付标准调整、结余留用等激励约束政
策，确保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
工作稳步推进。

国家集中带量采购结果落地

重庆冠心病患者
今起可用上“700元心脏支架”了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1月13
日下午2点，长寿区石堰中学操场上，
200余名学生整齐列队，一位老人将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依次送
到孩子们手中，并鼓励大家不负韶华，
好好学习。

老人叫但光碧，今年76岁，曾任职
于长寿区教委，老伴也是事业单位退休
干部。退休后，老两口一直关心关爱下
一代成长。去年，老人读完《习近平的
七年知青岁月》后，被习近平总书记青
年时期勤奋好学、艰苦奋斗，以及求真
务实的为民情怀深深感动。

“青年学生就要学习总书记这种勤
奋好学、艰苦奋斗的精神。”去年底，但光
碧将自己购书赠书的初衷写信告诉总书
记。很快，他收到了国家信访局的回信，
并对他的义举表达了敬意和感谢。随
后，老人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订购了
1969本《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并决
定将其捐赠给长寿当地中学生。

石堰镇是但光碧的故乡。13日，
老人来到石堰中学，将书籍送给了孩子
们。

早在去年暑假，石堰中学初三学生

陈虹利就通过互联网仔细阅读了《习近
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的经典章节，
被书中的许多故事所感动。

“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
思想关。”陈虹利很珍惜这次获赠的书
籍。她翻阅着新书告诉记者，习近平总
书记青年时代在延安度过的“五关”给
她印象最深刻，书中有许多温暖而感人
的故事，让她更加坚信“幸福是奋斗出
来的”。“感谢但爷爷，我会用心精读这
本书，从书中不断汲取前行的力量。”

当天，但光碧还向长寿中学、葛兰
中学的1000余名学生捐赠了此书。老
人的儿子但晓磊告诉记者，父亲平日生
活很简朴，但在关爱青少年、帮助他人
的事情上从不吝啬。作为后人，他们非
常支持父亲捐书的事情，也为老人的义
举感到骄傲。

长寿区教委副主任刘儒才称，但光
碧老人的义举是长寿区集结社会力量，
上好新时代德育课的一个缩影。目前，
长寿区正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树立远大志向、培育
美好心灵，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
子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七旬老党员向1000余中学生
捐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冬日暖阳

▼1月14日，南滨路，市民享受冬日暖阳。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1月14日，渝中区七星岗通远门城墙公园，重庆市第八届红樱桃“冬日针爱”志
愿行动捐赠仪式现场，当年收到志愿者暖冬物资的孩子受邀现场讲话。

首席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1月14日，鸿恩寺森林公园，蜡梅花香吸引了市民前往赏花拍照。
记者 龙帆 实习生 何佩玙 摄/视觉重庆

连日来，重庆艳阳高照，暖意融融。不少城市公园里蜡梅竞相开花，浓郁花香
随风飘洒，沁人心脾。市民纷纷出门到江边晒太阳，或走进公园赏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