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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企业必须不断发扬工匠精神，不断注入创新动能，下大力气做出真正的好产品，由
产品制造走向精品制造，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的含金量，让重庆品牌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

面对技术壁垒，不能盲目悲观，特别不能对
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丧失信心。当此之时，应该激
发理性自强的心态与能力，通过自力更生真正掌
握核心技术。当然，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
的，也是花钱买不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下半场
重点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创
新。这条路很长，但只有靠我们自己走下来。

——《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强起来离不开
自主创“芯”》

值得注意的是，公权力机关在此次事件中
的表现，在事件爆发后与新闻媒体、社会公众
舆论舆情的互动，尤其是新闻舆论监督与检察
机关法律监督的呼应和互动，是观察新媒体时
代舆论监督环境下法治建设的一个生动样本，
值得剖析。

——《光明日报》刊发评论《鸿茅药酒事件
是舆论监督的生动样本》

“小闲话”虽小，但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杀
伤力，有说的就会有听的，就会有疑惑不解的，
就会有围观起哄的，就会有添枝加叶再传播
的，如果任其泛滥，就会一点点蚕食党的威信，
损害党的形象。

——《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评论《警惕
“贴心”的“小闲话”》

海归就业之难，并非面向所有人，而是针
对浑浑噩噩、庸庸碌碌的投机者，真正的优质
海归仍然是市场中的稀缺品。当然，一些海归
就业难并不意味着失去了一些学历光环的留
学教育没有价值，我们更不应以市场反馈来否
定留学教育的意义，这是从一种偏见跌落到另
一种偏见。

——《中国青年报》刊发评论《海归就业难
是人才市场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如同翻书一样的所谓“高度重视”
“从严从快”的节奏中，人们看到的似乎不是监
管部门面对辖内问题把自己当成责任人，而是
当成与己无关的“没事人”，跟戏台上切换场景
似的。如果以“扫黑除恶”的名义仅仅打掉这
样的“小伞”，这就不只是有些转移话题的意
思，而且也是对环保工作以及“绿水青山”含义
与性质的打折。

——《浙江日报》刊发评论《洪洞污染曝
光 谁是谁的保护伞》

“填表、开会无穷无尽，有苦说不出，我们基层干部许多精力都浪费在这些事
情上了。”湖南湘潭市某区县一位基层干部如是说。在近期的走访调研中，众多基
层干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反馈表明，“文山会海”确有“回潮”之势。（据新华社）

点评：“文山会海”之所以陷入屡禁不止的怪圈，是因为一些机关部门在查摆
和纠正“四风”上不彻底，甚至是敷衍塞责，给
基层干部增加了沉重的负担。要为基层干部
减压减负，让他们回归主业，就要对会议“瘦
身”，驰而不息纠“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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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小事小节中
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多积
尺寸之功。尺寸之功虽不能取到立竿见
影之功效，但长此以往，绵绵用力、久久
为功，定会滴水穿石。

就当下重点工作之一——环境卫生
综合整治工作而言，也需我们多积尺寸
之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绿
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
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整治工作不能只是纸上谈兵，“纵
使思忖千百度，不如亲手下地锄”。基层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涉及人多、面
广，如何在群众心中筑牢“绿水青山”理
念，如何带动群众一起参与，这就要求我
们基层干部要多积尺寸之功，要“踏石留
印、抓铁有痕”。

积尺寸之功，需要我们“不畏浮云遮
望眼”。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虽然不能对

经济发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对于
守住绿水青山，却是我们刻不容缓的头
等大事。作为基层干部，我们首先要捋
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
系，认清整治工作的重要性，更重要的
是，要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这是
因为，只有大家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才
能真正守住绿水青山。

积尺寸之功，需要我们“功崇惟志，
业广惟勤”。对基层来说，要全面开展好
整治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重要的一环
是要求基层干部身体力行。如何才能达
到整治标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不可
能一字一句学习文件、贯彻文件精神，这
就需要基层干部进村入户模范带头，发
挥好“传、帮、带”的作用。环境卫生综治
整治工作开展效果到底好不好，不是看
投入人力够不够、财力多不多，而是要让
老百姓改掉陈规陋习，养成自觉爱护周
边环境的良好习惯。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
在不舍。”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不能一
蹴而就，也不能一劳永逸，需要我们积尺
寸之功，持之以恒为守住绿水青山保驾
护航。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要多积尺寸之功
□时美

近日，中国钟表协会正式对外宣布，通过不
懈的技术创新，国产手表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重庆生产的“山城”牌手表，成为首个获得
德国天文台认证的国产品牌，标志着中国的制
表技术、工艺已跻身世界制表业先进行列。（据
重庆日报报道）

品牌，是一座城市的名片。重庆制造要迈
向中高端价值链，需要一批在全世界“叫得响”
的品牌。在此过程中，首先需要面对的挑战，就
是对标世界先进标准，迎接来自国际市场的检
验。以“山城”牌手表为例，该企业研发的首款
高端机械手表机芯 PT5000 型，被送到被誉为
手表界“奥斯卡”的德国天文台检测认证，成为
首个获得该机构认证的国产品牌。“山城”牌手
表的成功恰恰说明了，重庆品牌要发光发热，
必须勤修“内功”，以过硬的产品质量赢得市场

和口碑。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面开展质量

提升行动，推进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达标，弘扬
工匠精神，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当
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了
高质量发展阶段，新的阶段有新的要求，这一要
求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
优先”。如果重庆品牌不能加快提质增效，不仅
无法满足消费者日益升级的需求，更不能应对
来自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可见，提升质量，对
做大做强重庆品牌至关重要。

让重庆品牌叫响世界，就要大力培育工匠
精神。“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只有对质量有
近乎严苛的坚守，才能把产品做到极致。这样
的坚守，就是匠心。工匠不同于普通从业者，
他们可以凭借自身娴熟精湛的技艺和精益求

精的态度，不断带领企业制造出高品质的产
品。通过工匠们的努力，“质量第一”的理念深
入到各行各业，“质量第一”逐渐成为社会风
尚。可见，工匠精神正是企业提质增效的新动
能，转型升级的新活力。当然，我们还要继续
提升工匠的薪资待遇和晋升机制，让工匠精神
遍布巴渝大地。

让重庆品牌叫响世界，就要抓好创新“牛
鼻子”。如果说工匠精神可以让产品质量不断
提升，那么科技创新则可让产品质量实现突破
性发展。“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
撑”。“山城”牌手表之所以能获得国际认可，关
键在于其搭载的PT5000 机芯。这项技术由重
庆市钟表有限公司研发，走时精度为±12 秒/

天，与瑞士“ETA”手表机芯质量标准一致。显
然，科技创新为重庆品牌弯道超车提供了新契
机。企业要发展，重庆品牌要做强，必须坚持
科技创新是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不断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将创新基因融入品牌建设。与此
同时，政府还要继续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防止劣币驱逐良币，让有品质的产品占领
市场，从而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为企业发展
营造公平公正的环境。

质量之魂，存于匠心；品牌之优，优在创
新。重庆企业必须不断发扬工匠精神，不断注
入创新动能，下大力气做出真正的好产品，由产
品制造走向精品制造，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的含
金量，让重庆品牌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成为一
张张递给世界的名片。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让优质公平的教育资源惠及每个孩子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努力让每个孩
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今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
发展公平而又质量的教育。

教育发展，公平先行。九龙坡区推
进教育公平的决心更坚决、行动更有
力，通过阳光招生、阳光入学，切实保障
了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又到一年的招生入学季，九龙坡区
的招生工作动态备受广大家长瞩目。
对此，本报特别对今年九龙坡区义务教
育阶段小学招生工作进行了全解读。

2018年招生关键词

关键词：依法入学
入学当年8月31日（含8月31日）

前，凡年满6周岁儿童，应当依法接受
并完成义务教育。

关键词：就近免试
凡本区户籍的适龄儿童在户籍所

在地就近入学。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
得采取考试方式选拔学生。

关键词：对口入学
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行“三对

口”入学办法，即学龄儿童与父（母）的
户口在一起，户口本的地址和父母的房
管证、房屋产权证或购房正式合同一
致，户口本的地址和实际居住地一致。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依据户籍在对
口学校就读。

关键词：规范公平
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收

择校生，禁止乱收费行为。建立和完善
招生公示制度、咨询制度和社会监督制
度。实行“阳光招生”，做到信息公开、
机会公平、结果公正。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怎样入学？

●接收对象
在九龙坡区购房的流动人口，其子女凭购房入学

政策入学。
在九龙坡区经商或缴纳社保的流动人口，其子女

凭积分入学政策入学。

●接收顺序
按“购房优先，积分排序”的原则安排流动人口随

迁子女入学。区教委在招收本区户籍学生后，在有空
余学位的基础上首先接收购房入学类适龄儿童。若
仍有空余学位，再根据空余学位数安排积分入学类适
龄儿童入学。

●入学方式
（一）购房入学
基本条件：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父（母）在九龙坡区

购房（所占房屋产权的比例不低于51%）且连续居住
满1年。

所需网上提交材料：①监护人及儿童户口簿；②
身份证；③房产证（如果因抵押、拆迁等无房产证，可
提交房产证复印件、购房合同或其他房产证明）；④居
住证（不符合办理居住证条件的，可提交九龙坡区暂
住登记凭证）。

购房入学类网上登记时间：5月2日~5月8日。

购房入学类录取结果公布时间：5月21日。
（二）积分入学
基本条件：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父（母）在九龙坡区

经商（办实业）或缴纳社保且连续居住满1年。
所需网上提交材料：①监护人及儿童户口簿；②

身份证；③居住证（不符合办理居住证条件的，可提交
九龙坡区暂住登记凭证）；④九龙坡区参保证明或九
龙坡区营业执照及九龙坡区营业执照有效证明（累计
满12个月及以上）。

积分计算办法：入学积分=生活积分+工作或经
商积分+附加分

积分入学类网上登记时间：5月23日~5月29日。
积分入学类录取结果公布时间：6月7日。

●注意事项
1.在规定时间在网上提交申请，逾期不再受理。
2.预计2018年非本区户籍适龄儿童申请学位人

数将大大超过九龙坡区提供的学位数，若全区学位满
员，九龙坡区将不再继续安排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
学。建议在本区积分较低的适龄儿童监护人提前另
行做好安排。

3.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申请入读公办学校，必须保
证所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及证件、证书真实有效。

4.任何个人或单位以承诺学生可入读某公办学
校的方式收取钱财，均为违法行为，请各位家长提高
警惕，并积极向九龙坡区教委举报。

九龙坡区户籍适龄儿童怎样入学？

（一）符合“三对口”的适龄儿童
凡2018年8月31日（含8月31日）前年满6周岁，

户籍在学校招生服务区域内，且符合“三对口”入学条
件的一年级新生（“三对口”即学龄儿童与父亲或母亲
的户口在一起，其“户口本地址”与“父亲或母亲的房屋
产权证明地址”和“实际居住地址”是同一地址）。

（二）参照“三对口”政策接收的本区户籍适龄
儿童

凡2018年8月31日（含8月31日）前年满6周
岁，户籍在学校招生服务区域内，且符合参照“三对
口”政策接收条件的一年级新生〔参照“三对口”政策，
即适龄儿童因父母无自购房，自出生日起户籍一直挂
靠祖父母（外祖父母），与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在
招生服务区常住的，视为符合“三对口”入学条件〕。

●注意事项
1.转学生不进行网上报名，家长于4月开始可到

学校进行登记。
2.今年按照“三对口”入学的学生，学校将在9月

1日后对其“三对口”入学证明材料进行复审。届时，
若出现住房出售或户籍迁移等任何原因造成的不符
合“三对口”入学政策，由区教委重新安排入学。

3.户籍地学生申请入读公办学校，必须保证所提
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及证件真实有效。

王小寒

4月16日～4月22日
户籍地学生家长在网上提交入学申请。
4月17日～4月24日
户籍地学生入学申请网上资料审核。
4月25日
户籍地学生家长查询入学申请审核结果。
5月2日～5月8日
购房类学生家长在网上提交入学申请。
5月11日～5月16日
购房类入学申请网上材料审核。

5月21日
购房类学生家长查询入学申请审核结果。
5月23日～5月29日
积分类学生家长在网上提交入学申请。
5月24日～6月1日
积分类入学申请材料网上审核。
6月7日
积分类学生家长查询入学申请审核结果。
6月30日前
学校完成学生纸质资料复核，发放录取通知书。

九龙坡区2018年小学新生报名重要时间节点 区域

黄桷坪地区

杨家坪、谢家湾、

石坪桥地区

石桥铺地区

中梁山地区

白市驿地区

西彭地区

咨询点

谢家湾金茂小学

实验二小

六十五中学

高新育才学校

玉清寺小学

驿都实验学校

西彭一小

地址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27号

重庆市九龙坡区民主一村37号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柏林三村120号

高新区石桥铺奥韵路6号

重庆市九龙坡区华岩镇半山二村8号

九龙坡区白市驿镇清河村13社

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大同街76号

联系电话

68897097

18423848027

68622555

68055916

65254332

65709395

17783133876

1.PC（电脑）端
输 入 网 址 http://www.jlpjw.gov.

cn，进入九龙坡区教育委员会官方网站，在

该网站首页找到“义教招生”栏目，点击进
入该网站后即可按相关步骤进行网上
报名。

2.手机端
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搜索公众号“九龙

小教招生平台”或扫描二维码（见下图）关注

该公众号，进入该公众号后即可按相关步骤
进行网上报名。

入学申请方式

九龙坡区小学招生工作全解读

九龙坡区2018年各片区招生咨询点

备注：户籍地适龄儿童入学问题请咨询对口学校，非户籍地适龄儿童入学
问题也可就近咨询各小学招生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