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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翔）重庆丘陵地
区玉米机械化种植的瓶颈终被打破。7
月20日，在铜梁侣俸镇重庆市农业科学
院玉米科技创新基地举行的重庆市玉米
全程机械化生产及玉米节水节肥节药技
术现场观摩会上传来好消息，经过3年
努力，我市成功筛选出了11种宜机化玉
米品种，相关配套种植技术也日趋成熟，
为我市大规模推广玉米机械化种植打下

了坚实基础。
玉米是我市旱地最主要的粮食作

物，常年种植面积700多万亩，以散户传
统种植为主，大约有1/3的区域适宜机
械化种植。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的
快速上升和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的快速
推进，实行机械化耕种收，成为玉米节本
增效最为有效的途径。

“制约我市玉米大规模机械化种植的

瓶颈，主要是宜机化玉米品种问题和相关
机械配套技术问题。”市农科院玉米所综
合研究室主任周茂林介绍，为解决重庆
丘陵地区玉米机械化种植的难题，2016
年，重庆市农科院实施了“国家粮食丰产
增效科技创新专项”项目，加快相关玉米
品种的筛选以及配套种植技术的研究。

经过3年的试验对比和示范，我市
共筛选出11种宜机化玉米品种，包括渝

单30、先玉1171、金穗33等6个宜机化
普通玉米品种，渝青386、渝青506、渝青
玉3号等5个宜机化青贮玉米品种。

目前，我市已示范种植11个宜机化
玉米品种3000余亩，下一步将在宜机化
区域大力推广这些玉米品种和配套种植
技术，同时加快玉米种植结构调整，力争
到2020年，青贮玉米种植面积由现在的
15万亩提高到40万亩。

重庆成功筛选出11种宜机化玉米品种
打破丘陵地区玉米机械化种植瓶颈，可实现大幅度节本增效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日前，
重庆日报记者从多家医院了解到，进入7
月以来，医院门诊量节节攀升，其中感冒
发烧、中暑、心脑血管疾病等“高温病”患
者明显增多。

医院刚开诊 大厅就满员

19日上午7点过，重医附属儿童医
院内已是人山人海。一楼的挂号室外已
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大家都在等着放
号。到了8点，医院一开诊，各科室门外
就已经堆满了人。

“可能是吹空调遭了的。”从17日晚
上开始，2岁的乔乔就开始发烧、咳嗽，家
人不得不一早带着孩子来看病。记者在
内科候诊大厅看到，很多孩子额头上都
贴着退烧贴，流鼻涕、咳嗽的更多。

该院门诊部主任熊菀教授说，进入7
月以来，前来就诊的孩子明显增多，其中
相当一部分是上呼吸道感染，这与近来天
气热使用空调有关，孩子的自控能力差，
不是直接对着空调吹，就是频繁出入空调
房间，这样很容易感冒，引起发烧等。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陆军军医大学
西南医院、新桥医院等医院，进入暑假以
来，门诊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室内也可能发生中暑

“医生快来，他晕倒了！”当77岁的
陈大爷被送到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急

救部时，已经没了意识。医生一看，老人
是因为中暑晕过去了。

当天上午，陈大爷遛弯回家后，虽然
家里已经闷热得像个蒸笼，他也没舍得
开空调，结果中暑晕倒，幸亏被邻居及时
发现送往医院救治。

据专家介绍，像陈大爷这样因舍不

得开空调而中暑的老人，每年都有几十
例。由于老人的体温调节功能低下，再
加上皮肤排汗的能力不强，因此很容易
中暑。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的慢
性病病人，中暑几率也高于常人，所以应
当多注意补水，喝水量应比平常多1至2
倍。

此外，户外作业者、肥胖者、儿童及
孕产妇因为耐热能力差，也易发生中暑。

心脑血管疾病高发

除发烧感冒、中暑外，心脑血管疾病
也进入高发季节。

重医附一院心内科主任罗素新说，
炎热天气下，人体体表血管不断扩张，血
液集于体表，心脏、大脑血液供应量不
足，冠心病人很容易突发病情。

从屋外进入空调房间时，由于气温
骤降，血管收缩，也可能导致血压升高，
从而使心脑血管疾病加重，甚至可引发
高血压；其次，夏天出汗多，血液易黏稠，
血黏度升高易形成血栓，还可能导致血
糖升高；另外，夏夜天气燥热，睡眠质量
往往不高，心脑血管患者也容易发病。

罗素新提醒，心脑血管病患者应避
免过冷、过热，适当饮水及保证良好的睡
眠，这样才有利于病情恢复，防止疾病突
发。

此外，夏季各种病原微生物容易滋
生，人又喜欢吃生冷食物，很容易引起急
性胃肠炎、食物中毒、细菌性痢疾、急性
胃炎等胃肠道疾病。

连晴高温下“高温病”频发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实习生 冉
开梅）7月21日，2018中国·巫山当阳大峡谷
国际户外运动挑战赛在巫山举行，吸引了来
自国内外的900多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赛。

本次比赛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巫山县
人民政府主办，分为精英组和大众组两个
组别进行。其中，精英组采用骑行、跑步、
双人皮划艇三种户外运动相结合，赛程全
长58公里。大众组则为跑步和双人皮划
艇两个项目，比赛全程14公里。本次比赛
的总奖金超过12万元。

当天8时30分，伴随着激昂的音乐，900
多名参赛选手从平河度假村出发，在风景秀
美的当阳大峡谷中享受运动的快乐。经过激
烈的角逐，何顺顺／黄道勇以3小时26分59
秒的成绩率先冲线，获得精英组男子双人冠
军，该组别混合双人冠军为耿龙飞／曹元秀，
成绩为3小时40分。大众组男子双人冠军
由杨健健／赵国虎夺得，混合双人冠军为喻
文利／张辉骥。

本报讯 （记者 陈波）7月20
日，“光明援藏天籁之行”活动启动
仪式在市民政局举行。此次活动将
为西藏昌都地区400名藏族白内障
患者免费实施白内障摘除术，同时
为耳疾患者免费安装助听器。

按照重庆市民政局与西藏昌都
市民政局“十三五”对口援藏协议，
受市民政局委托，重庆社会救助基
金会发起这次活动，并由重庆市中
西医结合康复医院和新视界眼界医

院具体实施。
今年4月，两家医院选派精干

人员专门进藏实地进行了认真筛查
和详细对接。7月20日，又组织45
名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2个优秀
医疗团队，携带先进设备，驱车前
行，不远千里奔赴西藏，用精湛的技
术为藏族同胞实施手术，着力改善
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巩固对口
支援成果，谱写渝藏“一家亲”的壮
美之歌。

重庆启动“光明援藏天籁之行”活动

将免费救治400名藏族白内障患者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为吸
引更多青年人才关注重庆，选择重
庆就业创业，7月21日，由市委组
织部、市人社局主办，市人才交流服
务中心承办的2018“学子渝见习”
活动启动。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等知名高校
的129名应届毕业生来渝，将参加
为期一个月的见习交流活动。

有关人士表示，这次来渝见习

的学子均为2019年毕业的本科生
和研究生。从7月23日起，学子们
将分别到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中
铁二院重庆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重庆宗申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长江轮船有限公司、中
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6家企业，开
展为期一个月的见习活动，实地感
受重庆的就业环境。

百余名知名高校毕业生来渝见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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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当阳大峡谷
国际户外运动挑战赛开赛

本报讯 （记者 付爱农）重庆的
“最热季”开始了，国内大多数避暑胜地
均已人满为患，那你不妨带着家人出国
避暑去。日前，2018年重庆直航贝加尔
湖避暑游启幕——飞行3.5小时，你和家
人就可以坐在贝加尔湖畔享受异域情调
的清凉了。

该线路由重庆都市传媒集团与重庆
同盛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下称重
庆同盛）合作开发，天津航空执飞。今年
7月中旬至10月初，每周一和周五各一
班。贝加尔湖夏季平均气温16-28℃，
当地与北京时间没有时差。

贝加尔湖是世界第一深湖、欧亚大
陆最大的淡水湖，位于俄罗斯东西伯利
亚，平均水深730米，最深处达1637米，
面积约3.2万平方公里。湖水清澈，能看

到水下数十米，湖水碧蓝，被称为“西伯
利亚的蓝眼睛”。更重要的是，贝加尔湖
总容积达23.6万亿立方米，占地球地表
淡水储量的20%以上，可供50亿人喝半
个世纪。因此，贝加尔湖被誉为“世界之
井”。

贝加尔湖在中国古称“北海”，一种
普遍的说法是西汉苏武牧羊之地。而对
广大游客来说，“音乐诗人”李健的一曲
《贝加尔湖畔》，更唤起大家对世界第一

深湖的悠然神往之情。
据介绍，今年重庆直航贝加尔湖避

暑游开设了3个产品：一是“贝湖秘境
游”，主要游览贝加尔湖中的最大岛屿奥
利洪岛，以及贝加尔湖畔最大的城市伊
尔库茨克（也是东西伯利亚最大工业城
市）；二是“贝湖童话游”，主要游览如童
话般的松镇和伊尔库茨克；如果把奥利
洪岛、松镇和伊尔库茨克都游了，则为

“贝湖奇缘游”。

时间上，如果在贝加尔湖畔住四晚
或 五 晚 ，其 总 价 为 4000- 6000 元、
7000-9000元。如果是“贝湖奇缘游”，
则要多花三四天时间，总价约11000-
13000元。

由于重庆直航贝加尔湖避暑游属于
尚处培育期的新兴线路，所以领队均为
重庆同盛派出的资深出境游导游。在重
庆，你只要把身份证、护照准备好，其他
事都交给领队办。领队将全程陪同。

只需3.5小时！

重庆直航贝加尔湖避暑游线路开通

参加2018中国·巫山当阳大峡谷国际户外运动挑战赛的选手们。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周尤）7月20
日，第六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重庆选拔赛暨重庆市第三届制造行
业职工技能大赛开幕式在重庆机械
高级技工学校举行。在20—22日
的比赛中，200余名技能高手将展
开激烈比拼，每个项目的前3名将
代表重庆出征全国决赛。

据了解，本次大赛共设置钳工、
焊工、数控加工中心操作工、数控机

床装调维修工4个竞赛工种，参赛
企业覆盖了市机械冶金工会和市国
防邮电工会系统所属企业及重庆制
造行业重点非公企业在岗职工。

按照选手最终成绩，主办方将
分别评出各项目的一等奖1名，二等
奖2名，三等奖6名。各项目获得一
等奖的选手将优先推荐申报“重庆
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二等奖和三
等奖的选手也将分别给予奖励。

重庆市第三届制造行业
职工技能大赛开幕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通
讯员 郑劲松）7月 20日，重庆日
报记者获悉，人民网正式发布

“2017年中国高校体育竞赛榜”，西
南大学凭借体育健儿在国际国内重
大赛事摘金夺银的良好成绩，连续
三年位列榜单前十。

该榜单由《人民体育》和人民网
舆情数据中心共同推出，由中国大
学生体育协会提供数据支持。西南

大学2017年度在该榜单上排名第
6，而在此前的2015年度和2016年
度，排名分别是第10和第5，超过
了部分体育专业类院校。

综合各项指标，共有631所高校
计入本年度榜单。北京体育大学蝉
联榜首，第2名至第10名是：北京大
学、上海体育学院、清华大学、哈尔滨
体育学院、西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南
大学、武汉体育学院、上海大学。

西南大学连续三年蝉联

中国高校体育竞赛榜年度十强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
生 黄振胜）“美容护肤了解一下，
免费洗脸，免费送美容套装……”这
样的宣传广告随处可见。可是，天
下真有这样免费的“午餐”吗？不久
前，江北区公安分局在接警中发现，
一家店面简陋、产品单一、人员操作
不规范、店面无相应资质的美容店，
通过使用这样的广告语，骗取了大
量顾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涉案金
额就高达20余万元。据了解，这也
是全市首例以涉嫌诈骗罪办理的美
容案件。

今年3月的一天，在江北区鱼
嘴镇上班的罗女士下班经过鱼嘴镇
某超市路口时，一名年轻男子塞给
她一张传单，并告诉她当天美容店
开业，可以免费体验美容，并赠送一
瓶洗面奶。“就当是交个朋友嘛”，男
子不住地劝说犹豫的罗女士。

随后，罗女士在男子的带领下，
来到位于广场对面三楼的一个小门
面里，洗面后，美容师告诉罗女士，
由于她的皮肤太脏，可以免费用仪
器检测下。

“看嘛，你的脸好脏哟，我建议
你做个面部深度清洁进行排毒，不
过需要398元。”在美容师的游说
下，罗女士进行了面部清洁排毒。

做完排毒后，罗女士又被告知
可以免费皮肤检测。在使用了皮肤
检测仪后，罗女士的皮肤刺痛，疼痛
难忍。随后，罗女士又被告知需要
购买8000元的修复膏进行修复，否
则，皮肤上的黑点或红肿将永远无
法消失。担心被毁容的罗女士只有
从花呗里借了8000元钱买下了那
支修复药膏。

随后，感觉受骗上当的罗女士
向江北区公安分局报警。

接警后，江北公安机关对该美
容院立案侦查。“该美容院开业不到
一个月，我们就接到了10余人的报
案。”鱼嘴派出所民警陈波向记者介
绍说，罗女士并非唯一的受害者。

经过周密侦查，一个套路环环
相扣的诈骗方式浮出水面。“这类美
容机构，通过虚构事实，使受害人陷
入认识错误，进而骗取受害人财产，
使受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且嫌疑人
在作案过程中，会采取语言上的恐
吓，以不让离开或会毁容为由强迫
受害人消费。”此类美容店开设成本
低，以本案为例，房租费用加产品费
用只用了3万元，其中产品的费用
只花了3000元，但从3月7日至3
月29日，不到一个月，业绩额已达
22万元。

随后，公安出击抓获公司相关
人员10余人，涉及受害者达20余
人。目前，6名犯罪嫌疑人被江北
区检察院批准逮捕，案件在进一步
处理中。

当心“免费美容”背后的陷阱
江北公安破获重庆首例美容诈骗案

7月12日，荣昌区广顺街道工农社区
九社，一片260亩的花椒田刚采收完毕。

业主游小军在基地经过一番观察
后，顺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一款智
慧水务APP，简单的几下操作后，只见田
里的几百个喷水器同时溅出水花，对部
分花椒树进行灌溉。

“这个高效节水灌溉控制系统太好
用了，自从去年装了这个系统后，我家花
椒的亩产量从 300多斤提高到 700多
斤，增加了一倍！”游小军说，夏季来临，
正值花椒树灌溉需求最大的时节。而去
年这个时候，他还在为找不到人来务工
而发愁。

以前，在花椒种植上，最让游小军头
疼的就是灌溉问题。“灌溉水源来自山下
的一座山坪塘，需用管道将水抽上山，再
接上水管，人工进行浇灌。但是招人难
不说，效率还低。”游小军介绍，每每夏季
灌溉需求量最大的时候，几乎没人愿意
顶着烈日到基地务工，好不容易招来的
工人，也只在上午进行劳作，且不能保证
每天都能到岗，“要给所有花椒树都浇一

遍水，一次下来要用2个月时间。”无法
及时为花椒树补充水分造成的后果就
是，植物出现裂皮现象，产出的花椒果型
小，且麻味、香味不够，产量也很低。

跟游小军有同样困扰的农业从业
者，在荣昌区还有许多。“我们水务局经
常接到农民们类似的反馈。”该区水务局
水利科工作人员杨轶说，针对此种情况，
并结合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相关工作，该
区分别于2016年和2017年建成了中小
型灌区量水站网和高效节水灌溉控制两
套互联互通灌溉信息系统。

游小军使用的就是高效节水灌溉控
制系统。这套系统由政府建立，并由政
府和企业分别出资80%、20%，为农户铺
设灌溉管道、喷水器等设施。农户每年

只需向企业偿还部分设施资金，直至全
部偿还完毕。

游小军给重庆日报记者算了一笔
账，以往，他每年仅用于灌溉的人工费就
要支出1万多元，加上人工施肥、电费
等，总支出约4万元左右。“现在用了这
套系统，再也不用为人工发愁，浇水、施
肥我一个人就能搞定。通过水肥一体浇
灌，肥料的利用率也提升了一倍多。”游
小军说，今年他家花椒产量翻了番，增收
30多万元，“除去需要偿还的5万元设施
资金，我还是赚了！”

此外，为推动农业节水，荣昌区还建成
了中小型灌区量水站网，通过宏观调控，根
据每个农业项目的实际种植面积、农作物
用水需求等，对其每年的用水进行预设。

杨轶介绍，该预设基于合理范围，若超过预
设量，则按照阶梯水价进行收费。

如今，这两套信息化系统已在该区清
江、清流、铜鼓、昌州、昌元等16个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试点镇街逐步推广使用。“就
高效节水灌溉控制系统来说，农户反映都
还不错，前来申请使用该系统的人也越来
越多。”杨轶说，目前高效节水灌溉控制系
统在荣昌区的利用面积已达到2.5万亩，
今年预计还将增加1.3万亩。

荣昌推广高效节水灌溉系统

智慧水务解农业灌溉之“渴”
本报记者 栗园园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重庆
斯威终于赢球了！7月21日，在中
超联赛第13轮比赛中，客场作战的
重庆斯威，凭借卡尔德克的两粒进
球，以2∶1战胜天津泰达，终结了此
前的连败。

面对近况不佳的天津泰达，背
水一战的斯威主帅保罗本托再次对
首发阵容进行了调整，不过前锋线
上则依然遣上了卡尔德克、费尔南
多和塞巴的“三叉戟”组合。

开场仅10分钟，在接到费尔南
迪尼奥的直塞球之后，高速插上的卡

尔德克推射破门，帮助重庆斯威取得
领先。在第21分钟，卡尔德克本来
又打进一球，但视频助理裁判认定丁
捷处在越位位置干扰门将，此球被判
无效。此后，重庆斯威的球员情绪出
现了波动，天津泰达则乘机由惠家康
利用远射将比分扳平。就在球迷们
认为半场比赛将以平局告终之时，卡
尔德克接到陈雷的传球，轻松抽射破
门，让重庆斯威再次领先。

下半场比赛双方互有攻守，但
都没有再次改写比分。最终，重庆
斯威客场2∶1取胜。

客场取胜天津泰达
重庆斯威终结连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