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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申 晓 佳 崔
曜 杨铌紫）8月8日，重庆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
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我市6个
区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红色预
警。市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我市中
东部地区仍有强降雨。

6个区县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为一级

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显
示，8日20时至9日20时，万州区、云
阳县、开州区、梁平区、巫溪县、石柱县
6个区县属于风险很高地区，地质灾害
气象风险等级为一级（红色预警）。

另外，潼南区、江津区、綦江区、万
盛经开区、丰都县、彭水县、涪陵区、黔
江区、武隆区、忠县、奉节县、巫山县属
于高风险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
级为二级（橙色预警）。合川区、南川
区、垫江县、城口县属于风险较高地
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三级（黄
色预警）。铜梁区、渝北区、北碚区、长
寿区、江北区、巴南区、南岸区、两江新
区、酉阳县属于一定风险地区，地质灾
害气象风险等级为四级（蓝色预警）。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特别提醒，本
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是我市在连晴高温
后的一次降水过程，要特别重视晴雨交
替、旱涝急转诱发的地质灾害。请相关
区县和当地居民提高警惕，注意防范。

我市中东部地区仍有强降雨

8日，重庆市气象局连续两次发布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并于16时20分
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
多个区县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
伴有雷电、局地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未
来三天我市中东部地区仍有强降雨。
预计8日夜间到9日白天，我市将出现
大范围暴雨天气；9日夜间到11日白
天，强降雨集中在我市偏东、偏南地区。

据了解，由于副热带高压南退减
慢，西南低涡影响重庆的时间也相应
偏晚，导致此次降水过程时间延后，强
降水天气出现在了8日。据了解，8日
（7时至16时）我市中西部大部及东北
部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雨量普遍小
雨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

地区大暴雨。其中，巴南、长寿、涪陵、
梁平等4个区县的10个雨量站达大暴
雨，渝北、江北、南岸、垫江等9个区县
的80个雨量站达暴雨。其余地区为阴
天天气，有分散阵雨。

预计8日夜间，我市中东部地区仍
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其余大部
地区中雨到大雨。其中，重庆西部地
区降水整体偏弱，中心城区阵雨转大
雨到暴雨天气；9日白天到10日夜间，
随着副热带高压的东移和南压，我市
降水雨量逐渐减小、强度逐渐减弱。

受强降雨影响重庆部分
旅客列车停运

受强降雨影响，沪蓉铁路、渝万铁
路、渝怀铁路沿线部分区段雨量超
标。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中国铁路成
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防范地质灾
害，确保旅客生命财产安全，铁路部门紧
急启动应急预案，折返、停运途经沪蓉铁
路、渝万铁路、渝怀铁路的旅客列车。

铁路部门提醒，具体车次运行情况，
请广大旅客朋友及时关注车站公告或登
录铁路12306网站查询，以免耽误行
程。后续停运车次信息将通过车站公布。

□本报记者 栗园园

一到夏天，地处石柱土家族自
治县大黄水旅游度假区的沙子镇又
热闹起来。游客多了，快递就多。7
月26日，沙子镇供销合作社的电商
服务区，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包
裹。“最近每天收件量都有八、九百
件。”沙子镇供销合作社主任熊万胜
感慨。

电商服务，是这名老供销人开辟
的新业务。他经历过世纪之交基层
供销社的破产清算，也感受到“三社
融合”探新路的业务拓展，他的所历
所感，折射着2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
对农服务方式的转变。

失业
“坐商”变“行商”，也没

能抵过市场冲击

在熊万胜的记忆中，计划经济年
代的供销社就像“百宝箱”，想买什么
东西都得通过它，是最牛的单位之
一。

“那时候物资短缺，供小于求，所
以基层供销社风光无限。但随着改
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我
们产生了极大冲击。”熊万胜说，他就
是在这一时期参加工作的。

1993年，中专毕业的熊万胜被
安排到沙子镇供销合作社，当时镇上
已出现不少个体户，供销社的“日子”
不再那么好过。为了求生存，当时供
销社就已开展了送货下乡的服务，主
动给村民们配送肥料、农药等。

此外，随着一部分村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对电视机、洗衣机、小型打
米机等“大件”的需求开始增多，为
了买到性价比高的产品供应居民，
熊万胜长期在重庆、成都两地奔波
寻找货源，开始了从“坐商”到“行
商”的转变。

那时交通很不方便，赶往重庆主
城的他需要辗转两次坐车到码头，再
乘船抵达朝天门。“东西买到后全靠
人力背回去，除去人工、运费等成本，
我们基本上也赚不到多少钱。”熊万
胜说。

时间来到2000年，无力抵抗市
场经济的冲击，石柱县级以下的基层
供销合作社要么破产清算，要么改制
重组。那一年，熊万胜失业了。

再上岗
不光做供销，还提供农

业社会化服务

离开供销社后，熊万胜和许多同
行一样，充分利用在供销社工作时
积累的资源，干起了个体户，办起定
点屠宰厂、文具用品门市，还辗转全
国各地做农产品买卖，日子过得挺
不错。

“我对农村还是有感情，尽管不
干供销了，但一直以来开展的业务大
多跟农业相关。”熊万胜说，他也一直
在关注供销工作的新变化，所以
2018年县供销社再次联系上他，问
他是否有兴趣重拾老本行时，他几乎
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在“三社”融合的推进下，2019
年沙子镇供销合作社恢复重建，熊万
胜任主任，按照新时代、新背景下对
供销合作社的要求，开启了对“三社”

融合发展的探索。
为了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熊万

胜和乡镇干部对产业进行了深入分
析，确立了以莼菜、黄连、野竹笋3大
产业为主导，并配套发展脆红李、核
桃、吴茱萸等。

此外，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的优
势，加大农业社会化服务力度，着眼
测土配方施肥、代耕代种、代管代收、
代运代销、农膜回收、金融代办等方
面开展技术培训，组建了7个农业社
会化服务队伍，为当地产业发展提供
耕、种、管、收、贮、销全方位、专业化
服务，极大地拓展了供销社的业务范
围。

探新路
探索“三社融合”，助农

户抱团闯市场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熊万胜明
显感觉到当地产业比较散，规模不
大，很难一一精准对接，且无法做大
做强。

如何让大家抱团发展？在和乡
镇领导多次探讨后，大家讨论出一个
方案——把各个主导产业的大户聘
为供销合作社的副主任，通过技术、
销售渠道等资源的共享，把小户、散
户“拉”起来。

熊万胜第一个动员的是莼菜大
户米俊华。米俊华的莼菜基地建于
2017年，最初只有100亩，近两年想
扩大面积，但资金短缺。为了帮助他
发展，熊万胜争取到一笔160万元的
资金，帮助他把面积扩大到了500
亩。

通过几次打交道下来，米俊华对
供销合作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
认为抱团发展的确有利于产业做大
做强，对他和其他农户来说是双赢。
2020年初，米俊华成为沙子镇供销
合作社第一位副主任。

“米俊华的种植技术成熟，而且
有广阔的销售渠道，在去年新冠肺炎
疫情的情况下，为莼菜种植户解决了
大问题，全镇莼菜都成功销售出去
了。”熊万胜说，通过指导村民对莼菜
进行分级销售，种植户苟应松的莼菜
每吨还多赚了4000多元。

如今，沙子镇供销合作社的副主
任已有5位，覆盖所有重点产业。通
过每位副主任，相关产业下的农户都
得到了更精准的农资供应、资金贷
款、技术服务、销售渠道等全产业链
服务。

“可以说，如今的供销合作社已
从原来的重物资供应，变成了重产业
合作。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围
绕‘三社’融合，探索如何让大家的产
业发展得更好、卖价更高，助力产业
振兴！”熊万胜说。

失业-再上岗-探新路

一名老供销人的转型路
应对强降雨天气

□本报记者 王翔

“昨晚我们还是很紧张的，监测站
突然停电，很怕不能及时监测到雨情
和水情。”8月8日下午两点，开州区临
江镇还下着小雨，临江水文监测站监
测员黄菁珏一如往常，按照相关规程
对南河进行每小时一次的监测。说起
头一晚的暴雨，黄菁珏坦言：最难熬的
就是天亮前的三个小时。

临江水文监测站位于南河旁，南
河是典型的山区型河流，拥有5条支
流，每次暴雨都很容易造成河水暴涨，
监测站必须及时监测水情，为预警提供
精准信息，以便在洪水到来前，为下游
竹溪镇数万人争取宝贵的疏散和撤离
时间。

8日凌晨两点左右，临江镇开始下
起大雨，早就接到天气预警的黄菁珏
和同事孟钇杉正忙着打开探照灯、操
作电缆、放下铅鱼对南河水流进行监
测。然而没过多久，意外发生了，大约
凌晨三点，监测站供电突然中断。

“突然黑灯瞎火的，我们也紧张了
一下。”孟钇杉说，还好黄菁珏很有经

验。虽说黄菁珏只有28岁，但已经在
监测站待了6年，遇到过多种突发事
件。这次暴雨来临前，他已将手机、充
电宝、笔记本电脑、电筒等都充满了
电，这次还真就派上了用场。

停电后，铅鱼一时无法使用，两人
就以监测站周边的11个水尺和雨量观
测为主。为了更准确地监测水情，他们
加大了雨量测定和水尺观测记录频次，
每个小时都要打着伞外出观测一次。

“虽然辛苦又危险，但黑暗中的压
抑和寂静更加让人难受。”黄菁珏说，
为了节约用电，他们的手电筒只有在
外出时才使用，监测站内是一片漆黑，
只能听到屋外哗啦啦的雨声。

好在，他们还能通过手机和其他
监测站进行雨情水情的沟通交流，发
送各类数据信息。通过综合判断雨情
水情，心里才有了个底。

就这样，在“黑灯瞎火”的3个小时
里，两人不断重复着监测、上报的工
作，直到清晨6点过天蒙蒙亮，黄菁珏
才松了一口气：不仅是为度过了那个
漆黑的夜晚，更为暴雨没有造成南河
水位猛涨而庆幸。

开州临江水文监测站:

“黑灯瞎火”3小时

本报讯 （记者 李珩）8月7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连日
来我市持续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抓实抓细医疗机构院感防控，确保“院内
零感染”“院感零容忍”。

当天上午9点多，中国科学院大学
重庆医院（市人民医院）门诊，陆续有患
者来到医院就诊。

“大家戴好口罩哟！”工作人员不断
地提醒着，并指导其出示健康码或行程
码。患者及陪同人员体温正常才能进入
门诊大厅。

遇到有发热患者，工作人员则引导
其到急诊处的发热筛查点就诊。

“为做好院感防控，我们实行“一医
一患”分时段预约诊疗，减少病人聚集；
住院患者及陪护需要做核酸检测，外地

返回人员还需要告知旅居史，并进行实
名登记与核酸检测。”市人民医院有关负
责人说道。

记者在市中医院看到，进入门诊大
楼的人员同样需要刷渝康码，并测量体
温。“如果发现有体温异常的患者，或者
在预检分诊问诊时发现有中高风险地区
来渝返渝人员，就直接带到发热门诊就
诊。”市中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林贤梅说。

据了解，今年6月，市中医院发热门
诊正式投入使用。作为全市首个新建的
一站式闭环管理发热门诊大楼，这里按
要求被分为清洁区、半污染区和污染区，
病人通道和医务人员通道也严格区分，
来院的发热患者从候诊、就诊、检查、检

验、取药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最大限度
避免交叉感染。市中医院急诊ICU副
护士长张耀文说，在发热门诊内，缴费、
挂号、CT、采样、抢救等可以“一站式”完
成，避免和其他病人产生交集。

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我
市持续加强医疗机构疫情防控院感管理
工作，除夯实院感防控管理体系外，还加
强了院感防控源头管理和控制，指导医
疗机构把好人员、车辆和物资“入口关”，
全面落实首诊负责制度，对发热门诊病
人实行封闭管理。在医疗机构内部管理
上，严格住院病区管理，严控“人流、物
流、空气流”，专人专班负责感染病区治
疗管理。要求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病区原

则上不探视、不陪护，非定点医院非必要
不探视、不陪护，确需陪护，实行一患者
一固定陪护。

在医疗机构人员管理上，关心关爱
医务人员，合理调配人力资源和安排班
次，优先保障隔离病区和发热门诊等重
点部门的诊疗需求。加强对医疗机构
保安、保洁及负责医疗废物收集转运的
工作人员管理，对参与病例和无症状感
染者转运、排查、救治等工作人员采取
封闭管理措施。严格落实相关人员新
冠肺炎核酸检测，定点医院隔离病区等
重点区域、科室及人群实行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隔日一次，其余一线工作人员每
周两次。

确保“院内零感染”

重庆抓实抓细医疗机构院感防控
从 细 从 快 从 严 从 实

抓 好 疫 情 防 控

6区县地质灾害
气象风险等级

未来三天我市中东部地区仍有强降雨

红色预警

链接>>>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8日夜间到9日白天

我市西南部及中东部地区暴雨
到大暴雨，其余地区中雨到大雨，雷
雨时部分地区伴有阵性大风、冰雹等
强对流天气，气温20～34℃；中心城
区，8日夜间中雨到大雨，局部地区
暴雨，9日白天阵雨，气温26～32℃。

9日夜间到10日白天

我市中东部大部地区中雨到大
雨，局部地区暴雨，其余地区阵雨或
分散阵雨，气温21～34℃；中心城区
阵雨，气温27～33℃。

10日夜间到11日白天

我市长江沿线以南地区中雨到
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其余地区小雨
到中雨，气温22～34℃；中心城区阵
雨，气温26～32℃。

8月8日，开州区临江水文监测站，黄菁珏（左）和孟钇杉（右）正在安装水流监
测设备。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熊万胜（左）给农户送农资。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