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斜纹夜蛾
斜纹夜蛾又名东方夜蛾，是一种广泛分布于亚洲和大洋洲的害虫，因前翅有一条灰白色

宽阔的斜纹而得名。斜纹夜蛾白天躲在草丛中或土壤里睡眠，晚上才出来危害，是夜蛾科最
常见的害虫之一。斜纹夜蛾生长分为卵、幼虫、蛹、成虫几个阶段，一年可繁殖5至6代。其在
幼虫期啃食叶肉，给苗木生产特别是小苗培育带来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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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王韦）斜
纹夜蛾是一种广泛分布于亚洲和大洋洲
的害虫。由于其高繁殖力和强抗药性，
对它的防治一直是个难题。9月25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西南大学获悉，该校家
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法
国、日本、美国等多国研究机构，在全球
首次绘制出斜纹夜蛾精细基因图谱，可
为其防治提供科学依据。该研究成果的
论文已于25日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自
然·生态学与进化》。

斜纹夜蛾因前翅有一条灰白色宽阔

的斜纹而得名。“因其多分布于亚洲和大
洋洲地区，又名东方夜蛾。”牵头该项目
的西南大学“外专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三
田和英教授介绍，斜纹夜蛾白天躲在草
丛中或土壤里睡眠，晚上才出来危害，是
夜蛾科最常见的害虫之一。

“斜纹夜蛾的食物范围很广泛，会食
用近100个科目里的300余种植物。”三
田和英介绍，斜纹夜蛾生长分为卵、幼
虫、蛹、成虫几个阶段，一年可繁殖5至6
代。其在幼虫期啃食叶肉，给苗木生产
特别是小苗培育带来重大损失。

从2012年开始，西南大学启动“斜
纹夜蛾基因组计划”。该校家蚕基因重
点实验室联合法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
研究力量，选取了分布于中国、印度、日
本等国家的夜蛾样本进行基因组测序。

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团队最终获
得斜纹夜蛾的高质量基因组精细图
谱。“团队把获得的15317个蛋白质编
码基因进行了功能分组，如嗅觉组、味
觉组、解毒组等。”西南大学家蚕基因组
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夏庆友教
授介绍，通过对斜纹夜蛾基因组中的相

关基因进行分析，可以揭示斜纹夜蛾的
生态适应性等，并研究出相关对策，如
斜纹夜蛾具有强抗药性，若对其解毒基
因进行干扰，就可以让农药发挥更好的
作用。

“斜纹夜蛾是鳞翅目夜蛾科第一个
获得基因组精细图谱的害虫。”夏庆友告
诉重庆日报记者，鳞翅目是昆虫纲里的
第二个大目，属于这个目的大部分是害
虫。斜纹夜蛾基因组精细图谱的绘制和
解析，将推动夜蛾科其它害虫的生物学
研究，并为害虫防控提供有用的帮助。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
通讯员 张晖）“全口径预算，形象
地说就是：收入要进入到‘一个笼
子’、支出要从‘一个口子’出、收入
支出还要放到‘一个盘子’里。”近日
在沙坪坝区政府小礼堂内，270余
名区镇人大代表与区级部门负责人
聚在一起，认真参与预算审查监督
工作专题培训，更好落实《重庆市预
算审查监督条例》，履行好法律赋予
人大的预算审查、批准和监督职责。

据沙区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
介绍，《重庆市预算审查监督条例》
自今年3月1日起施行，为有效做

好预算审查监督工作，沙区人大请
来了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财
政学博士曹艳杰前来讲课。围绕预
算法修订重点内容、预算调整审查
监督、现代预算管理的主要方式等
内容，曹艳杰把理论和典型案例结
合起来，深入浅出地解读了新形势
下全口径预算监督的主要内容。

“通过这次培训，让我们理清了财
政报告各种表格审查的要点，学会了
如何牵住审议财政报告的‘牛鼻子’，
今后参加审议也就不‘开黄腔’了。”
代表们表示，今后还将加强专门学
习，提高为民管好“钱袋子”的能力。

为民看好“钱袋子”

沙区人大加强代表培训
参与预算审查监督工作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9
月2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万州区获
悉，该区20座非法码头，已有2座
非法码头完善了港口经营手续并取
得港口经营许可证，其余18座非法
码头已成功关闭，并正有序推进码
头生态复绿工作。

万州港素有“渝东门户”之称，
现在年货物吞吐量达3100万吨。
多年来，在万州境内80.4公里的长
江岸线上，先后出现不少砂石开采、
煤炭运输、企业自用等非法码头，既
危害长江生态环境，又存在安全隐
患，还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去年，万州区启动非法码头专
项整治工作。通过摸底排查，全区
纳入整治的非法码头共计20座。
经研究，万州区决定对20座非法码
头进行分类处置，一是对符合规划
但需要完善手续的非法码头限期完
善相关手续；二是对于不符合港口
规划和超经营范围的非法码头，采

取“三断三拆两禁止”（“三断”：断
水、断电、断路；“三拆”：拆除码头建
筑物、构筑物、附属设施；“两禁止”：
禁止船舶停靠作业、禁止为非法码
头船舶办理签证手续）强制措施，责
令其立即停止经营。

今年6月15日，全市关于推进
非法码头、非法采砂专项整治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后，万州区随即
成立关停并限期拆除长江沿线非法
码头工作领导小组，并出台整治方
案。截至目前，万州区20座非法码
头已有2座非法码头完善了港口经
营手续并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其
余18座非法码头已全部关闭，并要
求辖区航运企业所有船舶不得在非
法码头停泊作业。现在，各非法码
头所属乡镇街道按照属地负责的原
则，针对每个码头实际情况采取覆
土播种和树苗移植等多种方式，确
保9月底前完成非法码头生态复绿
工作。

万州关闭18座非法码头
9月底前完成非法码头生态复绿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刘蓟奕）连日
来，2017年亚洲室内运动会在土库
曼斯坦如火如荼地进行。9月26
日，赛场传来捷报，重庆选手谭中怡
在国际象棋项目中，以七战五胜二
和的成绩为中国代表团夺得国象首
枚金牌。

2017年对于谭中怡来说，可谓
是丰收年。今年3月，她在2017年
国际象棋女子世锦赛中夺冠，成为
国象史上第16位棋后、中国第5位

国象世界棋后。随后，在今年7月
举行的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比赛国
际象棋比赛中，她再次夺冠，为重庆
代表团摘得本届全运会的首金。

在本次亚洲室内运动会的国际
象棋比赛中，谭中怡在前六轮比赛中
取得四胜二和，以积分5.5分排名第
一的成绩进入最后一轮。在最后一
轮比赛中，谭中怡与哈萨克斯坦棋手
对阵，双方最终战成平手。最终，谭
中怡以七战五胜二和的战绩夺冠。

重庆妹子谭中怡
摘亚洲室内运动会国象金牌

本报讯 （记者 李珩）9 月
26日是“世界避孕日”，今年的主
题是“为爱坚持，科学避孕”。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卫计委举行的大型
主题宣传活动上获悉，目前，我市
免费避孕药具发放渠道通畅，今年
预计将免费为100万人次发放避
孕药具。

据了解，目前，我市免费避孕药
具发放点包括妇幼保健院、乡镇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校等。

“市民只要凭身份证在免费避
孕药具自助发放机上一刷，就能领
取避孕药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药
具管理中心副主任范君说，全市现
有2079台自助发放机，可为市民提
供24小时服务。其中，为提高年轻
人的避孕意识，避孕药具自助发放
机已进入全市29所高校。

“总的来说，孕龄人群的避孕意
识在提高。”范君说，去年，全市发放
免费避孕药具数量约350万盒，服

务近80万人次，预计今年将服务
100万人次。

但据“现代青年安全避孕认知
与行为调查”数据显示，三成以上受
访者还在采用体外/中断射精、安全
期性行为等效果较差的避孕方法。

“避孕是女性的权利和责任，你
可以选择什么时候生孩子、要几个
孩子。两性都要坚持正确、主动的
避孕观，选择适合自己的、高效的避
孕方式，并坚持使用。”市卫计委有
关负责人说，今年我市还将建设青
少年关爱基地，联合教委、妇联等部
门加强对青少年的宣传教育，让青
少年正确认识性与生殖健康。

同时，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
开，二孩生育比例明显增加。有专
家建议，二次生育间隔最好在两年
以上，如果二次生育间隔在6个月
以下，产妇和新生儿所面临的风险
都会上升。因此，做好产后避孕也
十分重要。

我市今年将免费
为100万人次发放避孕药具

本报讯 （记者 颜安）9月26日，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以下简称“课程教材中心”）与南川区
签约：合作共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示
范区”，将通过3年时间，深化基础教育
课改，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力争培育出

一批改革理念先进、教学成果突出的
示范校。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示范区”是教育
部提升育人质量、办人民满意教育目标
的一大抓手，示范区建设将突出“爱心与
责任，课改与提质，均衡与特色”三大主

题，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着力优化教育布
局，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

教育部课程教材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在南川推进建设国家课程校本化、
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区域校本课程建设、

教育教学评价改革等一系列内容，培养
学生核心素养，进一步促进学校内涵发
展、特色发展、优质均衡发展，力争用3
年时间创建成为重庆市示范引领区、区
域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践高地，和有影
响力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示范区。

深化基础教育课改 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南川与教育部共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示范区”

9月26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示范区”（以下简称“课改示范区”）花
落南川。课改示范区是什么？它为何落
子南川？该区又将如何建设示范区？

带着问题，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相
关人士。

“只有一流的教育，才能实现一流
的发展。”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
展中心主任田慧生表示，为贯彻落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精神，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2014年 4月教育部课程教材中心与南
川区教委签约共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实验区”。至2017年4月，双方合作期
满，于是作为第二期工程的课改示范区
正式启动。

据了解，在此前作为“实验区”的3
年时间里，南川带着“培养什么样的人”

“用什么课程培养人”“如何培养人”等问
题，以课程领导力为统领，用课程改革促
进学校均衡发展，用均衡发展推动学校
内涵发展。

3年来，该区先后启动“学校课程领
导力建设”“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研究”

“校本课程建设”“小学数学核心素养研
究”等项目，组织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
130多人次专家，通过定期开展项目培
训、研修与交流活动，精准突破课改项
目，推动教育全面发展。

一是大力实施课程规划。66所公
办学校，开始没有一所学校有课程方
案，到后来，全部都研制了课程方案，为
推动学生全面发展、特色发展和多元发
展提供了科学化、专业化蓝图。此外，
每所中小学校至少开发了一门规范的
校本课程，其中特色课程共计 300 余

门、精品课程70余门、市级普通高中精
品选修课程6门，5门校本课程分获国
家级一二三等奖。如今，木凉小学的

“益智游戏”、金山小学的陶笛、石溪中
心校的板凳龙舞等校本课程，均受到学
生们的喜爱。

二是加快学校特色建设，建成40余
所国家级、市级、区级特色学校，占比高
达60%。

三是深入推进课题研究。11个课改
课题获重庆市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立
项，8所学校课题获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
教材发展中心校本课程建设项目立项。
今年就有6项区级课题和71项区级专项
小课题立项。近年来，在市政府组织评
选的教学成果奖中，南川共获一等奖两
个，三等奖9个。

四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高考质量

指标连续5年实现较大幅度增长，今年
重点本科上线率达24.6%，该区学生在
全国、全市各种比赛中屡创佳绩，实现了
均衡发展。

田慧生表示，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已
进入“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发展阶段，
基于南川实验区取得的显著成效，教育
部课程教材中心与南川决定在未来3年
继续合作，共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示范
区”。

“示范区是对实验区的升级，建设内
容更多。”南川区教委主任崔志有介绍，
除继续深入开展课程领导力建设项目、
国家课程校本化、区域校本课程建设、普
通高中课程改革等内容外，还将优化区
域课程改革顶层设计、加快区域教研机
构转型探索、实施名师培养工程、提升教
师专业发展水平等。

“我们全面统筹协调课改示范区建
设，把课程改革作为学校综合目标考核
的必选项目，作为干部任免、评先评优等
工作的重要指标，力争将示范区建成为
具有引领性、辐射性和示范性的综合实
践基地。”他表示。

“课改示范区”为何花落南川？
本报记者 颜安

相关新闻>>>

▲斜纹夜蛾与寡食性昆虫的味觉基因比较分析图。斜纹夜蛾的苦味味觉
受体比寡食性昆虫增加约3倍，所以特别能吃。

（西南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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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在全球首次绘制出
斜纹夜蛾精细基因图谱

将推动夜蛾科害虫的生物学研究，为害虫防控提供有用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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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民在梁平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练瑜伽。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是我市第二大城市淡水湖泊，规划总面积323.88公顷，其中湿地面积
约134.7公顷。梁平自2015年启动公园建设以来，坚持“保护优先、科学修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基本理念，将自然景观、水、湿地和人的活动
完美地结合，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预计在今年底迎接国家林业局验收。 特约摄影 刘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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