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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陈娇娇）

12月9日下午，为期7天的优化营商环

境培训班座谈会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举

行，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高新区党工

委书记宋文出席座谈会，区政协副主席

罗朝友主持会议。

宋文指出，本次培训班让全体学员

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真经，看到了差距，

找到了办法。宋文强调，要继续办好优

化营商环境培训班，搭建学习平台，坚持

“走出去”“引进来”相结合，利用发达地

区先进经验，推动我区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

认识，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区，助推永川经

济社会发展。要立足岗位职责，把学习

成果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

将现有政策落到实处，切实提高企业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

与会者观看了培训期间的视频短片，

通报了本次培训班的基本情况，大家围绕

培训所学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主题，结合

自身工作实际开展了交流发言。学员们

表示，这次学习和实地观摩，促使了思想

进一步开放、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在今

后的工作中，将利用先进经验，更好地服

务永川经济社会发展，确保“打造营商环

境最优区”的目标顺利实现。

区委组织部、区民营经济促进中心

相关负责人以及全体参训学员参加座

谈会。

永川区优化营商环境培训班座谈会举行
宋文出席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陈仕川）

12月8日，由重庆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市应急局、市人民防空办、团市委主办，永

川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团区委等单位

承办，主题为“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

的2019重庆市人民防空志愿者、重庆市

山城雪豹抢险救灾青年志愿者联合演练

在永川区民兵训练基地举行。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马岱良讲话并宣

布演练开始，永川区委常委、人武部政委

朱和胜致欢迎辞，副区长郑小平出席。

朱和胜在致辞中说，永川区历来高

度重视青年工作，尤其是青年志愿服务

工作，全区注册青年志愿者170757人。

一直以来，志愿者们秉承“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长期活跃在

脱贫攻坚、生态环保、应急抢险等最需要

他们的地方，用自己实际行动推动志愿

服务事业迈向新的台阶。

马岱良说，志愿者作为防灾减灾救

灾志愿服务的中坚力量，担负着防范各

类自然灾害，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重要

职责。希望广大志愿者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切实把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精神贯彻好、落实好。同时，马岱

良宣布演练正式开始。

演练仪式上，与会领导为参演队伍

代表授旗，为志愿者代表发放演练物资。

信息通讯队在整个过程中为队伍提

供了通讯保障；疏散引导队和心理防护

队及时对留守人员进行了紧急疏散；消

防队进行了灭火……参与演练的12支

分队，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开展了紧

张有序的联合演练。

重庆民防志愿者永川大练兵
朱和胜出席

永川，有一位守正创新的医

者：他医者仁心，长年坚持临床

第一线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

他开拓创新，引领重庆市中医眼

耳鼻喉领域发展；他钻研求索，

学术水平获得同行广泛认可

……

他，就是 2019 年“重庆英

才·创新领军人才”、永川区中医

院院长毛得宏，也是全市获此殊

荣的4位名中医之一。

坚守医者初心
56岁的毛得宏从医三十六

载，不忘医者初心，长年坚持在

临床第一线。

医生，不只是一个职业，更

肩负着责任和使命。毛得宏说：

“生命之重，重于千金。救死扶

伤是我们医生毕生追求的信

念。”

在临床第一线，毛得宏成功

诊治疑难、危急重症数百例：治

愈持续20年不间断流脓，西医

三次手术未能治愈的化脓性中

耳炎患者；多次治愈持续几十年

耳鸣患者；稳定治愈持续30年

的过敏性鼻炎患者、缠绵难愈的

慢性咽喉炎（咽异感症）、萎缩性

鼻炎等……

他坚持每周一次中医查房、

三次中医门诊。门诊和住院人

次数2800人次/年，主持疑难危

重病人诊疗数1410人次/年，院

外会诊人次数150人次/年，参

与住院病人治疗850人次/年，

住院病人治愈率94%，住院病

人好转率99%。

通过常年的临床摸索积累，

毛得宏创新性提出“四结合”理

论治疗耳鼻咽喉科疾病，即用整

体与局部辩证相结合、内治与外

治相结合、药物与非药物治疗相

结合、治疗与养生相结合四个方

面系统治疗鼻渊（化脓性鼻窦

炎）、鼻鼽（过敏性鼻炎）、梅核气

（咽异感症）、耳鸣耳聋、过敏性

鼻炎、慢性咽喉炎（慢喉痹）、萎

缩性鼻炎（鼻稿）等病疗效显著，

形成多个病种较完整的治疗方

案，显著提升了临床疗效，治疗

水平在重庆市领先,达全国先进

水平，在渝西地区及周边地区影

响广泛。

创新引领发展
作为院长，毛得宏组织实施

“引培并举、高端打造、整体提

升”的人才强院战略。近两年，

永川区中医院引进了邱克军、马

昌云等一大批高层次人才，领衔

创办了脑外科、胸外科等一批专

科，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

1989年，毛得宏在永川区

中医院创建重庆市中医系统中

第一个独立的中医五官科病

区。前五年年收治病人2000余

人，手术台次700余台次，五官

科疑难病例达17%以上。

永川区中医院耳鼻喉科现

有编制床位50张，开放床位50

张，年收治住院病人3500余人

次，手术1500余台次，五官科疑

难病例24%。依托“华佗工程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基地建

设，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韩德民

亲临指导，正筹建韩德民院士工

作室。

毛得宏还引领永川区中医

院及重庆市中医院率先实行中

医眼科、中医耳鼻喉科独立分

科，很大程度促进重庆市中医五

官科细化分科发展，并且亲自到

各区县中医院了解情况，说服医

院独立开设中医耳鼻喉科、中医

眼科，推荐中医药大学耳鼻喉科

专业的本科、硕士研究生到各中

医院开设耳鼻喉科、眼科门诊，

开建住院病房。全市开设五官

科门诊的医院由2004年仅有的

4家中医院发展到现今开设眼科、

耳鼻喉科门诊、病房的有32家中

医院。专科医生由2004年的11

人，壮大为现在的110余人。

同时，他还紧密团结重庆地

区中医眼耳鼻喉医师资源，引领

全市中医耳鼻喉科的发展壮

大。支持北碚区中医院耳鼻喉

科成为全国重点专科，永川区中

医院耳鼻喉科成为全国重点专

科协作单位、全国中医割治技术

协作组成员单位、重庆市中医重

点专科、重庆市中医重点学科建

设单位等。10月25日，永川区

中医院牵头组建了重庆市中医

药学会眼耳鼻喉专科联盟，成为

市中医药学会首个专科联盟。

2004年担任重庆市中医药

学会五官科专委会主任委员以

来，毛得宏从加大人才培养、加

强学术交流、提升专业水平、加

强科研工作等方面着手，全力以

赴抓好重庆市中医耳鼻喉科的

发展，队伍逐年扩大，现有会员

300余人，委员50人，主委、副

主委11人，专委会秘书 2人。

全市中医耳鼻喉的凝聚力、影

响力日益提升，进而让重庆在

全国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显著

提升。参会人数、论文交流数

量、连续4年进入全国中医耳

鼻喉年会各省市参会排名的前

5名。连续5年参加中华中医

药学会中医耳鼻喉科分会学术

年会组织的临床知识竞赛，每

年都获得好成绩，2018年由永

川区中医院李玲珑、市中医院

王林琳组队代表重庆市中医耳

鼻喉参赛，一举获得全国知识

竞赛第一名。

潜心医学研究
毛得宏深知，自己不

仅仅是一名管理者、执行

者，更是一名医者。

他熟读古典医著，熟

悉各种学术流派，学术上

具有开拓创新能力，在重

庆市中医耳鼻喉科起主

要的带头引领作用，主持

科研项目15项，带动指

导其他医院耳鼻喉科科

研立项20项。其主研的

课题“鱼酱排毒合剂治疗

化脓性鼻窦炎”被甄选为

重庆市科技惠民计划项目，推广

应用7个区县，每年为患者减少

500余万的医药费用并获国家

发明专利；主研的院内制剂“肩

舒胶囊”，在渝西地区7家中医

院推广使用，提高了渝西地区中

医治疗肩关节周围炎的治愈率，

2014 年至 2018 年惠及群众

5000 人，每年为患者减少约

200万至500万的医药费用，减

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并获国家发

明专利。

他担任国家卫计委全国高

等院校十三五规划教材“中医耳

鼻喉科学”编委，主编《中医耳鼻

咽喉疾病临床诊疗技术》及《马

派传承》两部，参编著作5部。

在全国学术会议上率先提出中

医耳鼻喉科疾病系统的预防调

养方法。把预防疾病、协助治

疗、防止复发的中医养生调护方

法贯彻到耳鼻喉科疾病防治的

始终，在全国中医耳鼻喉科行业

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他担任全国基层名老中医

药传承工作室指导专家、重庆市

劳模创新工作室创建人，重庆医

科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及

硕士研究生导师，培养硕士研究

生5名，教导临床医生近200余

人，培养传承继承人20人。其中

2人晋升主任医师、25人晋升副

主任医师、38人晋升主治医师。

同时，协助其它区县中医院

五官科科研立项，使全市中医耳

鼻喉科研立项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现有省部级科研立项5项，

厅局级科研立项32项，获得各

种奖项20余项。

（图片由永川区中医院提供）

守正创新践行大医精神
——记“重庆英才·创新领军人才”毛得宏

本报记者 杨 雪

毛得宏坐诊带教。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陈仕川）

12月7日，由区妇联、区扶贫办、区民政

局、区新城建管委、卫星湖街道主办的

“情暖童心·相伴成长”永川区儿童关爱

团辅活动启动仪式——卫星湖街道建卡

贫困户专场在重庆文理学院星湖校区举

行，区政协副主席钟代华出席。

钟代华说，“精准扶贫，一定要精准

施策”。希望爱心企业和社会组织继续

关注关爱贫困家庭，用爱心、专业为脱贫

攻坚工作提供智慧和力量。希望家长和

孩子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相信党，相信政

府，相信自己，通过努力获得成功的机

会，走上致富之路，创造幸福生活。

启动仪式上，万科集团为贫困孩子

赠送了爱心礼物。启动仪式后，来自重

庆爱家爱子婚姻家庭咨询中心的周守

兵老师为130多名卫星湖街道建卡贫

困户子女及其监护人作了题为《让世界

因我而美丽》《齐建幸福家庭，合力脱贫

攻坚》的讲座；重庆市祚山心理咨询所

工作人员为其进行了“情暖童心·相伴

成长”儿童关爱团辅活动。接下来，区

妇联将在其余22个镇街道，分阶段分

步骤组织实施该项目，持续为贫困家庭

提供帮助。

“情暖童心·相伴成长”永川区儿童关爱团辅活动启动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凌泽英 通讯员 梁

婷）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日前，红炉

镇扶贫工作团成员单位区农业农村委走进了红炉

镇的贫困户家庭，开展扶贫结对帮扶工作。区委农

业农村工委、区农业农村委、区扶贫办班子成员及

科室干部30余人参加。

区农业农村委一行首先座谈了解红炉镇脱贫

攻坚工作的最新情况，然后分组走进结对帮扶贫

困户家庭开展实际帮扶，与他们拉家常，摆“龙门

阵”，摸清了他们目前生活水平、收入状况、产业持

续等基本情况，协调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遇到的

种种问题。

扶贫结对工作开展以来，区农业农村委根据

贫困户致贫原因和实际情况，贯彻精准方略，聚焦

“两不愁三保障”“智志双扶”，制定“一户一策”帮

扶计划和脱贫计划，落地落实到户到人扶贫政

策。履行产业指导员职责，指导贫困户发展自己

适合的产业，帮助创建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促进

脱贫增收。

区农业农村委深入红炉镇开展扶贫结对帮扶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钟 梅）12月9日，永

川区人力社保脱贫攻坚工作暨政策培训会召开。

区社会保险局、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相关负责人

围绕社保扶贫和就业扶贫相关政策向参会人员作

深入浅出的讲解。

“各镇（街道）开发的村（社区）公益性岗位，应

在村居两委办公地公示栏处，公示安置人员的信

息……”当天上午，区社会保险局、区就业和人才

服务局相关负责人围绕个人参保、全民参保等社

保扶贫相关政策及公益性岗位管理、就业脱贫攻

坚、灵活就业社保补贴、低保就业补贴、岗位补贴

等就业扶贫相关政策向参会各镇街社保所所长、

社保所负责脱贫攻坚或就业工作人员、村（社区）

社保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随后，会议传达

了市级脱贫攻坚相关会议精神，并对做好相关工

作提出了要求。

永川区人力社保脱贫攻坚工作暨政策培训会召开

日前，由重庆市农机推广总站主办、

永川区农机推广站承办的2019年重庆市

果园冬季机械化生产管理田间日活动在

南大街街道黄瓜山村重庆钦嵩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梨园基地举行，来自江津等6个

区县代表及我区水果种植大户近120余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此次活动聚焦特色

水果机械化生产薄弱环节，现场展示了

大型拖拉机、旋耕机、开沟施肥机、植保

无人机、轨道运输机、枝条粉碎机等机具

20余种。通过作业演示、技术讲解、互动

答疑，集中展示先进技术和机具，提高了

农机推广针对性和有效性，推动农业机

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

图为机械化作业示范展示。

记者 赵 丰 摄

“在脱贫的路上，我越干越有劲。”

日前，仙龙镇金宝山村脱贫户罗太元向

村里的贫困群众讲解脱贫经验。

当日，仙龙镇在金宝山村脱贫户罗

太元院坝开展“光荣脱贫户”典型经验

交流活动。交流会上，61岁的罗太元向

脱贫户们讲述了自己在党的政策关怀

下，从各级干部的帮扶下，实现光荣脱

贫的心路历程和未来生活的计划。

据了解，罗太元2013年底因病致贫

建档 3 人（妻、儿子），2015 年底稳定脱

贫享受政策。通过发展种养殖业、在外

务工等，实现了稳定脱贫。

图为罗太元正在讲解自己的脱贫

经验。

记者 陈仕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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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脱贫户”
现身说法话脱贫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钟 梅）12

月10日，永川区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

会召开。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文良印

主持会议，副区长王寒峰安排部署全区

安全生产集中整治相关工作。

岁末年初历来是安全生产关键时

期。会议要求，开展全区安全生产集中

整治工作，要做到有研判、有方案、有部

署、有氛围、有行动、有效果，要加大督促

整改力度，全力做好应急值守和应急处

置，严肃问责考核。要始终把强化责任、

严格执法作为集中整治的手段和途径。

党政领导要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

衡量履职的标尺，加强检查力度，强化激

励约束；监管干部要走出机关、严格执

法；企业安全员要严格“日周月”排查整

治；基层干部要走山走水拉网式排查；一

线网格员要盯紧隐患日夜防范。要抓好

“五在”责任落实，严格部门负责人在片、

科室负责人在镇街、干部在现场、交警在

路上、老板在企业到岗履职。

据悉，2019年12月11日起至2020

年3月20日，我区将开展安全生产集中

整治，确保年度目标实现和明年良好开

局。整治内容包括：针对工作“不严不

实”问题抓综合整治，汲取江苏响水“3·

21”等事故教训抓危化集中整治，围绕

“一突出两重大”抓其他行业领域集中

整治。各镇街、园区、区级相关部门要

突出危险化学品等高危行业领域，紧

盯风险隐患突出的重点企业，抓住完

善和落实责任制这一关键环节，在抓

落实上狠下功夫，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务求实效。

全区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会召开
文良印主持会议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张 玲）为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推动领导干

部上讲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实落

地，12月10日上午，区委宣讲团成员、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德明走进重庆城

市职业学院，为在校大学生宣讲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赵德明围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

基本内容，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关于《决

定》提出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

务，关于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等方面的内容，深刻阐释了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核心

要义，深入解读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

重点任务。赵德明指出，永川高校要认

真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

步深化产教融合模式，大力培养高素质

专业技术人才，推动我区职业教育再上

新台阶；永川学子要坚定理想信念，发扬

奋斗精神，练就过硬本领，勇做走在时代

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以青春

之我谱写青春之歌。

宣讲结束后，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青

年学生一致认为，宣讲切中要义、旁征博

引，既连“天线”又接“地气”，让人精神更

加振奋、信心更加充沛、信念更加坚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举行
赵德明做专题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