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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布
“2019 年度居民健康状况报告”

重庆人均期望寿命 77.85 岁
脑卒中成为居民死因之首
全市人口

昨日，
《重庆 2019 年度居民健康状况报告》公布。2019 年末，全市人
口出生率为 10.48‰，死亡率为 7.57‰。2019 年，重庆市人均期望寿命为
77.85 岁，较 2010 年（75.7 岁）增长 2.15 岁。此外，2019 年重庆市居民前
10 位的死因依次是：脑卒中、慢阻肺、冠心病、肺癌、心肌梗死、肝癌、高血
压性心脏病或肾脏病、食管癌、糖尿病、跌倒。
2019 年人均期望寿命
为 77.85 岁
《报告》显示，2019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3124.32 万
人，同比增加 22.53 万人。全市人口出生率 10.48‰，同
比下降 0.54 个千分点；死亡率 7.57‰，同比上升 0.03 个
千分点；自然增长率 2.91‰，同比下降 0.57 个千分点。
全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为 107.22，较上年
略有下降。
居民总体健康状况方面。2019 年，重庆市人均期
望寿命为 77.85 岁，较 2010 年（75.7 岁）增长 2.15 岁。
其 中 ，男 性 期 望 寿 命 为 75.27 岁 ，女 性 期 望 寿 命 为
80.78 岁。
2019 年，重庆市居民死亡率为 773.96/10 万，其中
男性为 914.53/10 万，女性为 7631.11/10 万。位居第
一的死因是慢性病，占 90.74%；其次是伤害，占 6.07%；
第三是感染性、母婴和营养缺乏病占 3.19%。
2019 年，重庆市居民前 10 位的死因依次是：脑卒
中、慢阻肺、冠心病、肺癌、心肌梗死、肝癌、高血压性心
脏病或肾脏病、食管癌、糖尿病、跌倒。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
达 82.91%
《报告》显示，2019 年，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
均补助经费达 69 元，服务内容 31 项。其中居民电子健
康档案建档率 82.91%，
健康档案使用率 57.17%。
重庆市累计接受健康教育 1675 万人次，居民知晓
率 63.33%。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
95%以上。
去年，重庆免疫规划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正式
启动，全市 39 个区县预防接种门诊全部实现预防接种
个案信息联网。继续推进具备进门取号、语音呼叫、屏
幕显示、接种信息打印、刷卡留观等功能的数字化预防
接种门诊建设，全市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由 2018 年的
149 个增加到 2019 年的 352 个，数字化门诊占全部
儿童预防接种门诊的 30.4%。进一步提升了预防接种
服务流程、环境、质量和效率。

城乡医保参保率稳定在
95%以上
目前，重庆市构建起以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为主体，城镇职工大额互助医疗保险、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扶贫医疗补助、补充医疗保险
为辅助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2017 年 7 月 1 日起开
展生育保险与城镇职工医保合并实施试点，并于 2019
年 12 月全面合并实施。
截至 2019 年底，重庆市城乡医保参保 3272.07 万
人。其中，城镇职工医保 720.63 万人、城乡居民医保
2551.44 万人，
参保率继续稳定在 95%以上。
住院保障方面。目前重庆市职工医保在职人员在
一、二、三级医疗机构住院政策报销比例分别为 90%、
87%和 85%，退休人员为 95%；居民医保一档参保人员
在一、二、三级医疗机构住院政策报销比例分别达到
80%、60%和 40%，
二档在此基础上再增加 5 个百分点。
推进医保扶贫方面。2019 年，重庆市参加城乡医
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67 万人，享受资助近 166 万人
次，金额 2.3 亿元。2019 年，重庆市共有 551.8 万人次
扶贫对象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和医疗救助待遇，政策范
围内报销 22.1 亿元。
异地就医结算方面。过去一年重庆参保人到外省

市就医备案累计 14.77 万人，外省市参保人到重庆就医
备案累计 23.20 万人。重庆市参保人在市外就医直接结
算 13.85 万人次，基金支付 13.62 亿元；市外参保人到重
庆市就医直接结算14.89 万人次，
基金支付16.06 亿元。

新增 2000 张
社区嵌入式养老床位
《报告》提到，2019 年，全市竣工 42 个街道服务中
心和 522 个社区服务站点，设施全部具备社区休闲活动
和嵌入式托养功能，新增 2000 张社区嵌入式养老床
位。同时加强养老服务质量建设，全面开展养老院服
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督导全市养老机构达标升级，专
项排查整治养老机构重大风险隐患 1070 个。此外，还
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北碚、垫江、奉节等 7 个区
县试点新增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护机构 13 家。各区县
投入 9922 万余元，提档升级乡镇敬老院 248 所，不断改
善农村敬老院服务基础条件，
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
截至 2019 年底，重庆市养老机构达到 1426 家，其
中公办养老机构 871 家，社会办养老机构 555 家，机构
床位总数 123178 张，其中护理型床位 38795 张。
在医养结合服务方面，截至 2019 年底，全市举办
养老机构或者增加养老服务职能的医疗机构有 65 家，
有 76 个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开设老年医学科。

出生率

10.48‰

7.57‰

2019 年，重庆市人均期望寿命为 77.85 岁，较
2010 年（75.7 岁）增长 2.1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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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成去年
发病率最高传染病
《报告》显示，2019年重庆市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数
261019例。其中，
报告流感病例68175例，
死亡21例。
2019 年，重庆市报告发病居前 10 位的传染病依次
为流行性感冒、手足口病、其它感染性腹泻病、肺结核、
梅毒、乙肝、流行性腮腺炎、风疹、丙肝和艾滋病。死亡
居前五位的传染病依次为艾滋病、肺结核、流行性感
冒、狂犬病和乙肝。
2019 年，全市报告肿瘤新发病例 89276 例，报告发
病率 289.40/10 万。2019 年前 10 位的肿瘤发病依次
是肺癌、结直肠肛门癌、肝癌、食管癌、乳腺癌、胃癌、甲
状腺癌、宫颈癌、前列腺癌、淋巴瘤。
2019 年全市报告肿瘤死亡病例 55793 例，报告死
亡率 180.86/10 万。2019 年全市肿瘤死亡前 10 位依
次是肺癌、肝癌、食管癌、结直肠肛门癌、胃癌、胰腺癌、
脑及神经系统肿瘤、乳腺癌、淋巴瘤、白血病。

心理援助主要咨询
精神病相关问题
2019 年，重庆组织开展了第二轮青少年烟草流行
监测。此次调查共抽取渝中区、九龙坡区、渝北区、江
津区、永川区、璧山区、潼南区、垫江县、云阳县、石柱县
等 10 个监测点、60 所学校（含初中和高中，其中高中包
含普高和职高）、180 个班级、9786 名学生。
监测显示，初中学生现在吸烟率为 2.3%，尝试吸烟
率为 10.8%。初中学生吸烟率和尝试吸烟率均较 2014
年（8.5%、23.9%）明显下降。高中学生现在吸烟率为
5.8%，尝试吸烟率为 20.9%，
明显高于初中生。
2013 年 12 月底，12320 心理援助热线开通。2019
年 12320 接线 1932 例，来电内容分布比例分别是心理
问题 772 例（39.96%），心理疾病 433 例（22.41%），健康
成长 411 例（21.27%），其他问题 316 例（16.36%）。从具
体 咨 询 内 容 上 看 ，精 神 疾 病 问 题 所 占 比 例 最 高
（20.13%），
其次为恋爱问题（11.96%）。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也

品格教育 为孩子积淀腾飞的力量
——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实验小学校特色办学掠影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
泱泱华夏五千年文明发展史，
似乎都在印证着
这句颠扑不破的哲理。万象变幻，
源自细小事物的积累。
教育亦是如此。教书育人，
教给人是知识、理想与未
来；
育给人是品格、
涵养和一生。从一点一滴的品格濡养，
到一撇一捺的知识体系，
再到一朝一夕的腾飞力量，
同样源
自于潜移默化的浸润。这种积淀，
在渝北区空港实验小学
办学特色中，
尤为显著。
14 年前，
在紧靠美丽的渝北区空港广场，
坐落着一所
崭新的小学，
这就是渝北区空港实验小学。现代大气的建
筑外观，
构思精巧的校园设计，
郁郁葱葱的繁花绿植……孩
子们仰望星空时，
总能看到闪耀着璀璨光芒的银翼划过一
道道笔直的白线。14年后，
以校长田祥忠为首的新一届领
导班子，
在秉承前任领导班子提出的
“积淀腾飞的力量”
办

死亡率

学理念基础上，
看到孩子们澄澈的眼睛和天空中闪耀的银
翼，
他们陷入了沉思：
如何践行品格教育，
打造魅力空小，
为
孩子们积淀腾飞的力量？
于是，
在校长田祥忠的带领下，
学校领导班子历经无数
次的研讨与探索，
决定借鉴来自国内外名校的优秀经验和
特色体系——用24个品格——让孩子自然而然地成为最
好的自己。从而在空港实小来一场自上而下的理念创新、
自下而上的文化沉淀。
何谓24个品格？学校依据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认知规
律、
品格形成规律分成4级24个品格进行重点培养，
其中4级
分别指
“专注、
有序、
友善、
诚实、
感恩、
真诚；
责任、
坚持、
主动、
守
时、
忠诚、
宽容；
勤奋、
创意、
热情、
明辨、
谨慎、
勇敢；
守信、
节俭、
尊
重、
怜悯、
勤劳、
智慧”
。每种品格都要经历6个星期的培养，
培
养方式遵循从易到难，
从形象到实操，
再到巩固4个过程。

比如新学期一开学，
空港实小的孩子们就发现校园里
多了两个可爱的
“动物”
朋友——白尾鹿小精灵和花栗鼠小
精灵。白尾鹿机敏专注，
花栗鼠做事有条不紊，
而这两样品
格正是第一级品格中的专注和有序，
所以白尾鹿和花栗鼠
就成了专注和有序的代言小精灵。
可是，
仅仅看到小精灵就能自然而然地使品格教育
“入
心入行”
么？当然不是。这不，
开学以来，
学校通过反复播
放白尾鹿和花栗鼠视频，
加深学生对
“专注”
和
“有序”
这两
种品格的理解；
还将学校橱窗、
走廊、
学习园地、
楼梯、
花圃
……设计成流淌的品格文化，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品格教
育勾勒出一道无声的、
流动的、
行走的素养风景线，
成了孩
子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
也是内化潜质、
涵养品格的一座
桥梁。学校把24个品格教育融入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
分

层级分阶段推进实施，
并要求在各学科教育中深度渗透。
专心听讲，
高效学习、
温和沟通、
积极发言……看似简单的
要求，
却在悄然地濡养着孩子们的核心素养。在校长田祥
忠看来，
品格教育就是遵循教育规律，
回归教育本真，
致力
于培养孩子善美性格、
健康心理、
良好习惯……培育新时代
好少年。
因此，
空港实小继而开创缤纷多彩的品格教育活动。
通过
“微计划、
微训练、
微故事、
微活动、
微课、
微评价”
推进
品格教育实际操作，
引导学生在活动中蜕变成长；
定期开展
“品格之星”
评选，
鼓励人人争当品格小明星；
组织孩子撰写
“有序、
专注”
游戏心得体会；
制作
“有序、
专注”
自我评价小
卡片；
创新开设品格教育主题辩论；
邀请家长参与品格教育
活动，
打造家校教育联盟……，
“锤炼品格，
明辨笃行，
我是
空小魅力少年”
铿锵誓言不经意间影响着每个人的言行。
“品格决定命运，
美好品格会铸就孩子幸福人生”
，
副校
长刘妍说到。正是源于学校在实践中让24个品格教育循
序渐进、
互相借力、
共同作用，
形成
“育人同心圆”
，
从而为孩
子们的未来积淀腾飞的力量！ 文/毕成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