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演出信息
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艺苑撷英”——勤学苦练作
品展演（一）
演出时间：7月13日19：30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重庆大剧院

儿童剧《锛儿头小辫儿之疯
狂的唐诗》
演出时间：7月12日 19：30
演出票价：20/40/60/80/100元

《紫气东来——赵晓霞古琴
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7月13日 19：30
演出票价：20/40/60/80/100元

话剧《二马》
演出时间：7月14/15日 19：30
演出票价：100/180/280/480/680元

涪陵大剧院

《海上钢琴师》钢琴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7月12日 19：30
演出票价：30/50/80/120元

《菊次郎的夏天》钢琴独奏音
乐会
演出时间：7月20日 19：30
演出票价：20/40/60/80元

重庆文化宫大剧院

奇思妙想童话剧《白雪公主》
演出时间：7月15日 10：30/15：30

演出票价：50/80/120/180/240元
套票：200（120*2）/300（180*2）/
400（240*2）元

云瑚音乐厅

古典与浪漫系列 《海上钢
琴师》钢琴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7月11日 19：30
演出票价：380/280/180/80元

《十年》重庆铜管五重奏成立
10周年纪念音乐会
演出时间：7月14日 15：00
演出票价：168/118元

重庆国际马戏城

莫斯科国立维什涅夫斯卡娅
少儿芭蕾舞团《胡桃夹子》
演出时间：7 月 14 日 19：30 7
月15日15：00
演出票价：80/180/280/380元

咨询热线：400-809-6039
官方网址：http：//www.cqpw.cn/
手机购票：关注微信公众号，点击
进入微商城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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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习
生 谭诗雨）7月10日，市教委召开新
闻通气会，发布2018年重庆高校学生
资助政策，共有6类资助项目保障家
庭困难学生上大学。其中所有重庆籍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都能享受学
费资助。

市教委总会计师郭小萍全面介绍
了我市目前各级各类学生资助政策体
系。其中高校资助项目有6类：一是
助，包含各类助学金、特别困难高校毕
业生国家助学贷款等；二是奖，包含各
类奖学金；三是贷，即国家助学贷款；
四是勤，即勤工助学；五是免，包含小
学全科教师、公费师范生免费教育，退
役士兵学费减免等项目；六是补，包含
各类补助和学费补偿等。

“高等教育阶段的多种资助政策，
以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
而失学。”郭小萍说，家庭困难学生在
读大学的各个阶段，均有相应的保障
措施和项目。

首先是入学前不用愁。家庭经济
特别困难的高校新生，入学前可以申
请新生入学资助，用于支付入学报到
的交通费及入学后短期生活费。我市
所有区县全部开办了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所有重庆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大学生都能享受学费资助。

其次是入学时不用愁。家庭经济
困难新生如果在入学前不能筹集到足
够的上学费用，可以通过高校新生入
学“绿色通道”先办理有关入学报到手
续，再补办助学手续。

入学后，高校则有国家助学贷款、
勤工助学、奖学金、社会捐助等多项资
助措施。郭小萍介绍，国家奖学金的奖

励标准为每生每年8000元，全国奖励
5万名；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为
每生每年5000元，奖励比例占在校生
的近3%。此外还有国家助学金，其资
助标准为每生每年平均3000元，资助
比例占在校生的近27%。

去年底，我市出台了重庆籍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学费资助政
策。该政策对所有纳入重庆市贫困农
户公开查询系统管理、在市内外普通

高校就读的重庆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全日制本专科大学生补助学费，学费
在8000元以内的实行全额补助，超过
8000元的定额补助8000元；不足部
分可通过助学贷款解决，并实行应贷
尽贷，就读期间财政全额贴息。

此外，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本专科
大学生可通过申请高校国家助学金渠
道解决生活费，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不低于3000元。

重庆发布2018年高校学生资助政策

6类资助保障困难学生上大学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习
生 谭诗雨）7月10日，重庆2018年
高考第一份录取通知书发出。永川区
萱花中学的毕业生陈晓青，成为全市
首个收到通知书的幸运儿。陈晓青被
重庆师范大学小学教育（全科教师）专
业录取。

7月10日上午10点，在永川区萱
花中学的教学楼前，陈晓青从重庆师
范大学副校长杨如安手中接过该校小
学教育（全科教师）专业的通知书。

陈晓青今年的高考成绩为609分

（理科）。她表示，自己对全科教师专
业很感兴趣，希望毕业后可以为乡村
教育尽一份力量。

据了解，我市从2013年起正式启
动实施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培养工作，为
全市农村乡镇以下小学定向培养本科
层次的全科教师。该专项计划由重庆
师范大学、重庆文理学院、重庆三峡学
院、长江师范学院和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5所市属本科院校实施。2013年至
2017年，该专项计划招生数量从700
名增加至 1580名，5年来实际录取

6034名全科教师专业学生。今年，我
市全科教师专项计划将招生1500名。

“首届全科教师专业学生已毕业
并分赴各定向乡镇就业，起到了不错
的效果。”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该专项计划招生1500名，依然由
这5所高校实施。

据了解，报考全科教师专项计划
并被录取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可享
受免学费、免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的
优惠政策，毕业后，需在所签约区县农
村乡镇以下小学从教6年及以上。

重庆昨发出今年高考第一份录取通知书
永川学生陈晓青被全科教师专业录取，今年我市将招1500名全科教师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习
生 谭诗雨）7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市教委获悉，今年市教委推出3项
便民措施，以方便贫困家庭大学生进
行资助申请。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3项便民措
施为：

首先，重庆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大学生的学费资助，将采取网上申请
方式受理。符合条件的学生在9月1

日至9月30日期间在网上提出申请，
上传在校就读和学费标准证明、身份
证资料后进行审核认定即可。

其次，今年我市生源地助学贷款
受理点下沉到乡镇，奉节等7个区县
16个乡镇或高中成为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受理点，受理由原来到县里办
改为到乡镇办理。

此外，我市今年还开发了统一管理
信息系统，提前比对信息，进行建档立卡

等身份识别。如此前有贫困建档立卡
信息的学生，不再要求提供证明材料。

市教委总会计师郭小萍郑重提
醒，申请办理各类资助，政府不收一分
钱，也不要求学生和学生家长在ATM
机上或网上进行任何操作。广大学生
和家长务必“提高警惕”，上学遇到经
济困难时，一定及时找学校或相关资
助部门，国家和学校都会提供适当的
帮助。

3项便民措施方便资助申请
新生入学期间谨防各类诈骗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习生
谭诗雨）日前，教育部社科司官网发布消
息，对超期未完成的1453个社科项目进行
了集中清理。重庆日报记者获悉，涉及我
市多所高校的38个社科项目被清理。按
有关规定，相关项目不仅要追回已拨经费，
而且相关责任人3年内不得再申报教育部
人文社科研究的各类项目。

7月7日，教育部社科司官网发布消
息《教育部社科司关于清理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的通知》，清理的范
围是：2013年社科司批准立项的所有未
结项、申请结项未通过、经批准延期后到
期仍未结项的规划基金项目、青年基金项
目等。

根据教育部出台的相关管理办法，教
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自批准之日起，研
究周期一般为3年，特殊情况可申请延期
1-2年。此次被清理撤项的项目，均为未
按时完成的项目。

重庆日报记者查阅教育部公布的名单
发现，我市有多所高校共38个科研项目被
撤项，从这批被撤销的科研项目看，其中不
乏有一定研究价值的项目，如“魏晋子书研
究”“三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及当代传承
研究”等。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科研项目
被清理撤项？

“有的项目是因为教师的科研方向发
生变化而放弃，有的是因为时代变迁不再
适合，有的甚至因为教师离职而未继续。”
我市高校一社科处教师遗憾地表示。

据悉，凡被清理撤销的项目，需由项
目责任人所在学校负责追回已拨付经
费，由学校计划内财务账户原渠道返回
教育部账户。此外，被撤销项目责任人
3年内不得再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
各类项目。

教育部清理1453个
未按时完成的社科项目

重庆高校
38个项目被撤项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实习生
宗华月）7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体
育局获悉，在当天上午举行的第十四届全
运会共建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市体育局
分别就艺术体操、沙滩排球、女子足球等项
目和我市区县、高校、企业签约，共建优秀
运动队，备战2021年于陕西举行的第十四
届全运会。

备战第十四届全运会

重庆共建项目集中签约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实习
生 张巧）7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中国·梁平第一届晒秋节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梁平首届晒秋节将于今年
8月—10月举行，并被纳入中国长江
三峡国际旅游节系列活动。期间，
当地将通过田园马拉松、金秋丰收
节、柚子节等活动，向游客展现绝美
的田园秋景和浓厚的晒秋文化。

本届晒秋节分为三大板块：除
当天启动仪式活动外，7—8月还将

举行“寻竹海梵音·享清凉世界”消
夏避暑系列活动和啃秋比赛，让游
客在竹海星空下畅饮啤酒、观音禅
寺静听梵音，品尝新鲜西瓜、葡萄
等，享受丰收喜悦；9月21日，在首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举
办农民歌会、草把龙等非遗展演、乡
村振兴高峰论坛等活动；在霜降节
气前后，举办第十届梁平柚子节暨
中华·梁平柚海开园活动，还将举行
中国·梁平首届柚子博览会等活动。

晒丰收 晒秋色 晒民俗

中国·梁平首届晒秋节下月启幕

本报讯 （记者 杨艺）喝冰
啤、赏美景、玩游戏、看足球……7
月10日晚，为期六天的2018大渡
口古镇乐堡啤酒节正式开幕，邀市
民前往嗨翻全场。

大渡口古镇位于长江北岸马
桑溪长江大桥下方，隶属重庆市
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作为中国
首个“义文化”滨江古镇，大渡口
古镇以巴渝渡口文化历史传承地
为特色，打造大渡口滨江休闲文
化街区。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大渡口
古镇乐堡啤酒节将“义文化”与“酒
文化”完美结合，邀市民一起喝冰
啤、赏美景、玩游戏、看足球。活动
现场，将开设“速度与激情”“我是
大力士”“啤酒大博士”“K歌明星”

“最佳射手”“颠球冠军”等六项趣
味比赛，市民可参与赢取大奖。同
时，市民关注“大渡口古镇”微信、微
博公众号并完成相应任务，便可免
费领取乐堡鲜啤，并有机会获得丰
厚礼品。

喝冰啤 看球赛

大渡口古镇邀你嗨翻啤酒节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近日，
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正式启动“合规
文化建设年”活动，以促使全行员工
牢记底线、不碰红线、依法合规开展
各项工作，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伴随着金融监管政策愈加严
厉，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防范金融
风险的举措也愈加有力。近3年来，
该行将合规经营视为防范金融风险
的关键，每年确定一个合规建设主
题，不断提升合规经营水平。今年，
该行将通过演讲比赛、征文比赛、微

视频制作、风险案例自导自演等18
项活动，打造“合规文化建设年”。

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该行已建立起业务发
展动态监测机制，提前防范产生新
的不良贷款风险。同时，还全面梳
理了2010年以来内外部检查揭示
的问题，以“留”“废”“改”“立”的方
式对现行115项制度进行全面清
理，先后修订和废止了90个制度、
办法和指导意见，建立了合规管理
长效机制。

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
建立风险防控长效机制

重庆各地陆续进入
晴热少雨伏旱时段

长江、嘉陵江、涪江明起再迎过境洪水，市防指要求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7 月 10 日，长江郭家沱滚装船码头，水上环卫工驾驶机械化专业清漂船抓取江面上的漂浮垃圾。随着洪水过境，
加之地势原因，漂浮垃圾大量聚集在郭家沱水域。据介绍，这里的三艘机械化专业清漂船配备 14 名环卫工，每天早上
7 点开始作业，一直要忙到天黑，每天清理垃圾近 80 吨，是平时的 2.5 倍。

记者 张锦辉 摄

本报讯 （记者 曾立）7月9
日，渝北区金色阳光小区2栋4单
元的楼顶，工人们正在对违法搭建
的房屋进行拆除。

据了解，金色阳光为农转非安
置房小区，建成于2005年，共有4栋
20个单位，居民626户。有的为防
止屋顶漏水，有的为增加住房面积，
有的为出租房屋增加收入，54户居
住于顶楼的居民在楼顶搭建违法建
筑，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

记者在现场看到，居住于2栋4
单元6-2的杨华六家不过80余平方
米，他在楼顶用彩钢棚、泡沫夹芯板
又搭建了同样大小的房屋，并隔成5
间，用于出租。为此，杨华六每月可
增加上千元收入。“收入是增加了，却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风大了容易把泡
沫夹芯板吹下去砸到人，还容易引发
火灾。”杨华六对拆违表示理解。

杨华六的担心，源于今年2月
10日小区的一起火警。当时，小区
的一户居民家电路起火，报了火警
后，消防车却开不进来。所幸火势
很小，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此事

却引起了街道和居民的重视。“小区
占道停车、地下管网破损、楼道乱堆
杂物、屋顶违法搭建，金色阳光的消
防安全隐患急需整治。”双凤桥街道
办事处主任杨坤敏介绍。

在渝北区整违办的指导下，金
色阳光小区纳入了今年双凤桥街道
违法建筑连片整治范围。为更好地
推进整违工作，解决农转非安置小
区居民的民生需求，双凤桥街道将
违法建筑整治与消防安全隐患综合
整治、小区绿化建设相结合，在拆除
屋顶违法建筑的同时，清理楼道、整
治小区路面、改造地下消防管网，为
金色阳光小区居民打造一个安全居
住的环境，同时增加绿化，完善健身
设施。对于房顶漏水的民生诉求，
双凤桥街道也予以统一治理。

一系列解决民生需求的举措，得
到了小区居民的大力支持，整违工作
顺利展开。今年6月，54户居民全部
与街道签订帮拆协议，主动要求拆除
自家的违法建筑。截至7月9日，金
色阳光小区已拆除违法建筑1026平
方米，预计本月内可全部拆除完毕。

渝北农转非安置小区违建户
从“要我拆”到“我要拆”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记
者 龙丹梅）7月10日，据市气象台预
计，即日起，全市各地将陆续进入阶段
性的晴热少雨时段。同时，受上游强降
雨及来水影响，明起嘉陵江、长江将出
现明显涨水过程，涪江将出现今年入汛
以来第三次洪峰。

具体来看，入汛以来，我市呈现
气温偏高、降水量正常、暴雨频次偏
少的特点。全市平均气温为23.9℃，
较常年同期偏高0.4℃，较去年同期偏
高1℃；全市平均35℃以上高温日数
为 6.1 天，较常年同期偏多 1.8 天，较
去年同期偏多 3.3 天，高温主要集中
在西部和东北部，开州最多为16天；
平均降水量为 386.6 毫米，接近常年
同期，较去年偏少 1成；共出现“5.4”

“5.21”“6.18”和“7.2”4场区域暴雨天
气过程，与去年同期相比，场次偏少、

强度略强。
据最新资料分析，预计从7月10

日开始，我市将由涝转旱，各地陆续
进入阶段性的晴热少雨时段，大部地
区≥35℃的高温日数将达到 20天左
右；期间我市极端最高气温大部地区
为 38～40℃，平坝、河谷地带可达
41℃左右。我市西部、中部、东北部
将出现 20～25 天轻到中度的伏旱，
期间仍有局地强对流天气。7月下旬
后期至 8月中旬有 1～2次较强降雨
天气过程。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消息称，
根据长江委上游局最新预报，受上游
强降雨及来水影响，涪江将出现今年
入汛以来第三次洪峰，嘉陵江、长江将
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涪江小河坝（三）
站将于12日8时出现最高水位237.34
米（黄海高程，下同），较10日8时上涨

2.15米，超出警戒水位0.21米。嘉陵
江北碚（三）站将于12日20时出现最
高水位 190.85 米，较 10 日 8 时上涨
9.10米；磁器口站将于13日0时出现
最高水位180.91米，较10日8时上涨
5.95米。长江菜园坝站将于12日8时
出现最高水位177.70米，较10日8时
上涨3.08米；寸滩站将于12日8时出
现最高水位175.63米，较10日8时上
涨3.05米。嘉陵江、长江均未超警戒
水位。

目前，市防指已发出重要水雨情通
报和防汛短信，要求各有关单位密切关
注水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加强
应急值守和巡堤查险，切实做好水上交
通安全、水上救援准备等各项防范应对
工作，确保防洪及航运安全。沿江区县
务必提前疏散转移可能受威胁人员，确
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陈晓青给妈妈展示录取通知书。
记者 卢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