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钟 梅）8月29日，记者从全

区道路交通领域严重违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汇

报会上获悉，为进一步推动道路交通领域严重

违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深入开展，我区采取“四

个不减”举措，全力提升辖区道路安全指数和城

市品质。

全区道路交通领域严重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涉及公安、交委、农委、安监等部门，重点整治“两

客一危”车辆“三超一疲劳”、货车（变型拖拉机）

维保作假、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面包车非法载

客等违法行为。自7月下旬全区专项整治行动

开展以来，辖区交通事故风险全面降低。截至目

前，排查道路交通隐患486处，已整治180处，查

处交通违法1.89万件，印发宣传资料15万余份，

推送交通安全提示信息10万余条次，农村“大喇

叭”每天宣传整治行动两次，曝光交通违法、典型

事故案例448条次。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动道路交通领域严重违

法行为整治行动深入开展，我区着力抓好“四个

不减”。一是动员部署力度不减。各部门再动员

再部署，继续保持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严查严处的

高压态势，切实履行职责。二是整治措施力度不

减。针对前期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一步优

化勤务模式，将日常管理与专项整治相结合，严

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三是非现场执法力度不

减。区交巡警支队、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农业执

法大队充分依托照相机、摄像机、执法记录仪等

科技装备，进一步加大对货车、“两危一客”、面包

车、变形拖拉机等严重违法行为的非现场抓拍取

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时限录入交通管理综合应

用平台进行处理。四是督促检查力度不减。整

治办每天坚持深入路面一线开展督导，及时掌握执勤执法

和路面管控情况，凡是发现人员在岗不履职、工作措施不

当、交通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控制的，及时予以批评，责令

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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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上午，区疾控中心、中山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织医务人员、天使在身边志

愿者等走进重庆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三减三健 全民行动”第12个全民健康生活方

式日宣传活动。

活动中，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检测血压、健康咨询等方式，向师生们宣传健康生活方

式、疾病防控和高温防暑知识。据悉，今年9月1日系全国第12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三减三健 全民行动”。“三减三健”指的是通过适当的减油、减

盐、减糖，以健康的生活方式实现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

图为医务人员发放宣传资料。

记者 凌泽英 摄影报道

我区举行第12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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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提供便利，现将各级

网上信访渠道公告如下：国家信访局网上信访 http://www.

gjxfj.gov.cn/wsxf/

重庆市信访办公众信息网 http://www.cqxfb.gov.cn

重庆市服务群众工作信息平台 http://www.qgcq.cn

永川区政府门户网 http://yc.cq.gov.cn

中共重庆市永川区委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

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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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专科、本科函授学员，专业多、
层次广，入学方式灵活简便，全国学历，
教育部网上注册。

招生对象：年满17周岁以上公民。
联办学校：国家开放大学、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大学、大

连理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名牌高
校。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9月12日
报名学习地点：永川区汇龙大道

586号（永川区委党校、永川电大）
咨询热线：49844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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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重庆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永川分公司

遗失收据编号0003151-0003180一本。收据已开

11张（0003151-0003162），未开19张（0003162-

0003180）。声明作废。

你知道吗？从2009年开始，国

家出钱、政府补助，为老百姓提供国

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9年来，国家

出钱越来越多，补助标准越来越高，

到2018年，全国近14亿人口的人均

补助经费已经增加到55元/人。

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

我国政府为了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

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尊重国民健康

权，体现社会公平，促进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逐步均等化而作出的重大决

策，是一项爱民利民的巨大工程。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面

向全体居民，特别以儿童、孕产妇、

老年人以及慢性疾病（如：高血压、

糖尿病、严重精神障碍和肺结核病）

患者为重点人群，提供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

民，无论是城市或农村、户籍或非户

籍的常住人口中，都能在辖区内享

受到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居民

在需要获得相关的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时其机会是均等的。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主要由

全国各地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负责具体实

施，其他医疗卫生机构作为补充，按

照当地政府部门的部署，提供相应

的服务。规定的服务内容是由国家

为居民免费提供，百姓直接受益。

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对百姓有很多好处。可以促进居

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改变不良生活

方式，减少健康危险因素。提高优

生优育水平，逐步树立起自我健康

管理的理念。同时，对常见慢性病

患者做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通过

跟踪管理，实现延缓疾病的发生发

展及时减少并发症的目标。而且在

传染病报告处理、社会环境卫生监

督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方

面，建立起维护居民健康的第一道

屏障，让居民拥有健康生活环境。

（区卫计委供稿）

“你健康，我服务”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宣传

“99公益日”

5个筹款项目等你扫码献爱心

本报讯（记者 钟 梅）8月31日，记者从永川区2018年

中华慈善日和99公益日动员暨培训会上获悉，在一年一度

的“99公益日”（9月7日、8日、9日），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可

通过腾讯乐捐平台扫码参与我区发起的5个筹款项目筹集

善款，让爱翻倍，以帮扶我区特殊困难群体。

据悉，“99公益日”是推动便民参与慈善公益，聚沙成

塔，聚微爱成浩瀚的规模最大的便民互联网公益活动，由

腾讯公益联合慈善组织、知名企业、明星名人、爱心媒体，

响应国家9月5日“中华慈善日”的号召，共同发起的一年

一度的全民公益活动。“99公益日”活动以筹款项目为载

体，以网民捐赠为基础，以腾讯、企业配捐为激励的全民网

络公益捐赠活动，时间为每年的9月7日、8日、9日三天。

区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称，为推动公益事业发展，今

年我区推送的筹款项目有5个：“助梦寒门学子行动”“点亮

生命肾余之光”“复明行动”“让病痛者不为钱愁”“助孤扶

困有我们”。参与活动的方式有3种：网民捐赠，即网民通

过腾讯公益找到自己想要捐赠的项目自由捐赠；腾讯对项

目配捐，即腾讯拿出2.999亿元对单个筹款项目进行适时

随机配捐（腾讯配捐资金每人每天最多不超过999元）；企

业对项目配捐，即任何一个99筹款项目都可邀请一个或多

个企业为该项目配捐（配捐倍率为1：1）。

该负责人特别提醒爱心人士，腾讯在给各个项目配捐时

其配捐时段是9月7日、8日、9日的上午9—12点。网友在活

动规定时间段内，每笔捐款达到一元钱，就有可能获得腾讯基

金会和爱心企业1：N的爱心配捐。

从医22年，他始终以“济世活人，

为人民群众健康谋幸福”为座右铭，把

治病救人、传承中医看作是一个医者

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从医22年，无论是谁来找他，他

总是以花最少的钱治好病为原则，尽

力为他们祛除病痛，重获健康；

从医22年，他获得的荣誉很多，

但他最在乎的评价是“他是一个好

中医”。

他，就是大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龚贵川。

与中医的不解之缘
上世纪70年代，龚贵川出身于永

川板桥汪家岩村，祖父是一名老中

医。受当时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影

响，周边乡邻只要有个病痛，就会上门

来找祖父看病。对于那些没有钱看病

的群众，祖父则免费给他们看病。

看到经祖父配制的膏、丹、丸、散

等内服或外敷缓解或摆脱病痛的病

人，年幼的龚贵川被神奇的中医药深

深地吸引，萌生了立志学医、济世活人

的想法。

经过十年寒窗苦读，龚贵川考上

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成都中医药大

学中医专业。

由于从小耳濡目染，龚贵川比其

他同学有先天优势。再加上自己的努

力钻研，他便很快成长起来。大学一

年级时，品学兼优的龚贵川被评为“三

好学生”。

大学毕业后，龚贵川分配到永川

大安卫生院工作，这意味着他继承祖

父遗志的心愿得到实现。

提升患者的满意度
中医博大精深。诊治病症，用传

统的望、闻、问、切四诊合诊，没有过硬

的功底是不行的。而要想成长为一名

优秀的中医，光有在学校的学习远远

不够。

从医22年，龚贵川多次到西南医

院、新桥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进修学

习，向戴裕光、晋献春、艾儒棣等多位

中医名家虚心请教。传统中医诊法技

巧日积月累，他的经验也丰富了，病员

也逐年多起来了。

龚贵川说，目前，许多中医学子因

中医成长缓慢，再加上需要文化的深

沉、经验的日积月累，坚持下来学中医

的寥寥无几。

从医22多年，龚贵川在内、外、

妇、儿科等方面始终坚持推广使用中

医，喜用经方、药味少、疗效好、药价低

的药物，不仅降低了群众看病费用，还

大幅度提升了患者满意度。在他的带

领下，医院中医科在全区23个乡镇卫

生院中处于领先地位。

“没有特殊情况，每周一到周五上

午，我都在门诊坐诊，每月的门诊达到

400余人次。”龚贵川说，相比祖辈，他

赶上了中医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国家

对中医药越来越重视，再加上群众对

健康保健的需求，现在来看中医的群

众也越来越多，这让他很欣慰。

勤恳耕耘自有收获。通过20多

年的努力，龚贵川获得重庆市首届优

秀基层中医、永川区第二届名中医评

选提名、永川区政府办公室表彰的“中

医创先”先进个人。曾在国家级、省级

中医杂志上发表论文10篇，在中国最

大互联网微医医疗平台发表的文章点

击突破30.6万人次，获得首届王牌PK

赛荣耀号主称号。

用心温暖每位患者
出生农民家庭的龚贵川深知群众

的疾苦，在平时的工作中，他总是待病

人如亲人，其仁心让人感动。

国医大师朱良春把“神仙手眼，菩

萨心肠”当作座右铭。行医过程中，同

样是菩萨心肠的龚贵川常为门诊困难

群众免10元挂号费受到群众点赞。

1997年，大安铜鼓村29岁的傅

某在煤矿的一次意外中脊柱受伤，双

下肢截瘫导致褥疮。在城区医院无钱

医治后转到大安卫生院。了解到傅某

的家庭情况后，龚贵川将家传秘方、丹

药免费赠予傅某。经过一个多月的精

心治疗，傅某的褥疮痊愈。感激不已

的傅某经常坐着轮椅来找龚贵川摆

谈。不久，龚贵川和傅某就成了无话

不说的好朋友。

2016年某天中午，铜鼓村村民张

某某在田间干活时足不慎扭伤，一时

动弹不得。因其子女都在外打工，无奈

之下，张某某试着拨通了龚贵川的电

话。令张某某没想到的是，正在午休的

龚贵川二话没说，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及

时出现在他面前。随后，经X光照片，

得知是软组织损伤后，张某某之前悬着

的心才落了地。而后，在两人的一来二

往中，他俩也变成了知心朋友。

60多岁的范某患顽固性皮炎一

年多了。虽四处求医，却不见好转。

2017年，慕名到医院求诊的范某找到

龚贵川。一次，范某的钱带少了，没有

丝毫犹豫的龚贵川主动给其垫付了医

费。经过36副中药治疗，范某的皮肤

病得到彻底解决。感激不已的范某逢

人便夸龚贵川医术高明、医德好。

“我很庆幸生在中医世家。”龚贵

川说，中医学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作

为一名铁杆中医，他所学的知识还远

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他将不忘学

医初心，牢记济世活人，惠方于民，竭

力为更多的群众祛除病痛。

只为让更多群众祛除病痛
——记大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龚贵川

本报记者 钟 梅

何埂国土所：

三举措宣传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

本报讯（通讯员 周之江）为切实做好第三次全国土地

调查工作，何埂国土所积极会同当地政府，通过多种方式

加强宣传并取得较好效果。

该所以大走访大下访为契机，结合土地动态巡查、地

灾排查治理、土地整治项目管理等业务工作，通过巡回

办公、走村入户等方式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宣传工

作。该所采取设立咨询台、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传

单等方式，对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目的、意义、调查对

象和内容及时间安排等进行宣传，并对群众的疑问进行

了解答。已发放宣传单10000余份，接待群众咨询 6000

余人次。该所采取在网站、微博、广播村村通的方式，进

一步加强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的宣传，做到了家喻

户晓。

永川区规划局城乡规划修改公告

建设工程
设计方案

修改

项目名称

李侠等户业主
增设观光电梯

项目位置

帝琴花园帝琴
花园267幢2单

元

申请修改单位

帝琴花园帝琴
花园267幢2单
元李侠等户

修改事宜

申请在帝琴花园267
幢 2单元增设观光电

梯

公示地点

永川区规划局公示
栏、项目现场、永川
区规划局网站、行
政服务中心电子公

示栏

公示时间

2018 年 9 月
3 日 至 2018
年9月9日

联系方式

49899553
陈先生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永川区人民北路6号
详情请登录永川区规划局网站：http://www. cqyc.gov.cn/

胜利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彭维平) 连日来，胜利路街道相关人员

与胜利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一同深入小区，

进家入户上门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在上门签约服务中，医务人员对辖区居民进行逐

户、逐人、逐项、逐一签约服务，建立健全居民健康信息

档案。签约后，辖区居民可享受签约家庭医生上门服务

等，辖区内65周岁及以上常住居民，患高血压、糖尿病和

严重精神障碍等居民还可享受免费体检服务。通过开

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进一步增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医生与居民的沟通交流，促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规范

化、科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