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版重庆新闻
2018 年 8 月 16 日 星期四
编辑 向菊梅
美编 赵炬 李梦妮

CHONGQING
DAILY

价格投诉 12358 消费者申诉举报 12315 电力投诉 95598 自来水投诉 966886 燃气投诉 67850498 电信用户申诉 12300 质监投诉 12365 交通服务热线 96096 旅游质量投诉 63866315 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投诉 63672076

快 读

8月的重庆，随着第33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如火
如荼地开展，大赛举办地渝北区的科技创新气氛更显浓厚。

“大赛在渝北举行，令我们倍感振奋！”
渝北区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前，他们已按照市政府

相关工作会议精神，密切与市科协的沟通联系，通力配合市
科协青少年科技服务中心，力求做好氛围营造、住宿接待、交
通秩序、医疗卫生等后勤工作，保障大赛顺利进行。

实际上，在大赛举办之前，渝北区在青少年创新、企业创
新等领域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该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渝
北区科协突出抓好青少年创新、企业创新、全民科学素质提
升等方面工作，助力打造创新驱动引领区，为促进全区经济
社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着力培育青少年
播撒科技创新“金种子”

创新，是一个“英雄出少年”的领域。
第32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渝北区的2名小学

生凭借跟着妈妈购物时获得的创新灵感，经过扎实的调研和
探索，以一份关于小学生使用二维码的科技论文，斩获大赛
小学组一等奖。

他们就是渝北区天一新城小学的罗思迪和肖婧妍。获
奖后，他们并没有满足，而是回到学校，继续深挖这个项目，
想把它做得更完善。

这样的孩子，在渝北区还有很多。
渝北区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渝北区在各级各

类青少年科技竞赛活动中收获颇丰，先后有5人次获得国际
级科技竞赛奖，97人次获国家级科技竞赛奖，677人次获市
级科技竞赛奖，4490人次获区级科技竞赛奖。渝北区科协
也因此被中国科协评为第28届、32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基层赛事优秀组织单位。

渝北青少年的创新步伐，已走出国门。例如渝北区育仁
中学的肖洒，高二时就在第29届美国匹兹堡INPEX国际发明
展上，凭借其科技创新作品“新型旋转式高跟鞋”获得金奖。

而在本土青少年科技创新赛事中，渝北区选手同样表现
出色。据统计，自2005年首次评选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
市长奖以来，渝北区20名学生获得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
22名学生获得市长奖提名奖，获奖人数名列全市前三。区
内重庆八中、松树桥中学先后获得培育奖。

渝北区设立了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和区长奖提名
奖。截至目前，已有50名学生获得区长奖，30名学生获得提
名奖。渝北实验小学等18所学校获得培育奖38次。

在第33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渝北队”的实
力也不可小觑。全市共有31个竞赛类项目入围大赛终评，
其中8个项目来自渝北区。

青少年创新的蓬勃发展，折射出渝北区科协近年来创设

科技教育品牌特色工作的不懈努力。
据悉，2016年以来，渝北区科协牵头积极开展科普大篷车

进校园、院士专家校园行、“北斗领航梦想”专场科普报告会等活
动，激发青少年对科技知识的学习兴趣，孕育科技后备人才。

为给孩子们创造更多的创新探索机会，渝北区科协积极
推进以赛促学，在区委、区政府支持下，连续5年承办中国青
少年机器人竞赛重庆赛区选拔赛。并每年举办区级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科技模型大赛等，让孩子们“练兵”。

此外，渝北区还不断建立完善科教基地，健全学校科技
教育运行管理机制。近年来，创建1个重庆市青少年创新人
才培养试点学校、1个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3
个重庆市科技教育特色学校，建立1个市级、3个区级中小学
优秀科技教师工作室和3个校园科技馆，为学生的科技活动
提供了场所。

激发企业热情
开启科技创新“加速度”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近年来，渝北区科协依托该区系列政
策，调动企业科技工作者创新热情，营造宜于企业创新的氛围。

一组数据显示，至今，渝北区科协已推动成立金山科技、
仙桃数据谷、光电信息研究院、临空都市农业公司、松树桥中
学、区人民医院科协等16家企业科协组织，覆盖大数据、智
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农业、教育、医疗等领域，紧密团
结起企业中的科技工作者。

科技创新需要带头人。渝北区科协充分利用院士专家
工作站平台，在长安汽车、金山科技、星河光电等科技企业建
立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6个，引进院士13名。2015年，渝北
区在全市建立首个区级院士专家工作站，建站工作经验在全
市推广。目前，已建成光电信息研究院等3个区级站，为企
业提供智力支撑，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

为使院士专家工作站等创新平台更好地发挥作用，留住
人才，2017年，渝北区还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出台院士专家工
作站补贴政策。经评定后，区级院士专家工作站可获得建站
一次性经费补助30万元，新建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配套一
次性补助100万元，每年动态考核合格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可
获得运行经费补助10万元。

与此同时，渝北区科协还积极邀请院士专家前来为企业
“支招”。2016年，渝北区举办“院士专家走进渝北”活动，邀
请杨士中、李长明、金重勋等17位院士专家，深入仙桃数据

谷、感知科技孵化园等企业调研，围绕大数据、智能制造等产
业提出25条建议和措施。

渝北区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以上举措有效地团结了科
技工作者，鼓励他们投身社会经济主战场。更可喜的是，
2017年，渝北区还制定出台“创新52条”等政策文件，每年整
合不低于3亿元财政资金对科技创新进行奖励支持，并在全
市率先推行电子科技创新券试点，推动全社会研发投入达
49.9亿元、占GDP的比重达3.86%，率先形成了较为完备的
创新生态政策体系。

聚焦科普宣传
点燃科技创新“助推器”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
及是实现科技创新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
等重要的位置”。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的科普工作更有干劲、更有奔
头！”

渝北区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区深入实施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加强科技教育和科学普及，建好五大
重点人群的“朋友圈”，分类实施科普活动，完善机关、学校、
社区、农村和公共人流密集场所科普设施，开展品牌科普活
动，拓宽科普知识覆盖面。还专门建立5000人的科普志愿
者队伍，并将网格员纳入到科普工作网络体系，使科普触角
延伸到四面八方。2017年，渝北区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
例达到10.8%，居全市前列。

据统计，近年来，渝北区持续开展大型科普活动40余
场，开展特色科普活动近200场次，发放科普知识宣传册20
万余份，吸引近15万居民参与。

创建工作成效显著。自成功创建“2016—2020年全国
科普示范区”后，渝北已连续4次成功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

目前，渝北区三级科普示范体系基本形成。创建全国科
普示范社区7个、市级科普示范社区19个、区级科普示范社
区6个、科普示范村2个。农村科普方面，建成市级农村科普
示范基地6个，区级农村科普示范基地6个，培育全国农村科
普带头人1名，市级农村科普带头人4名。

科普探索还在继续。2017年，重庆科技馆选择渝北区和
九龙坡区为合作对象，探索“馆馆合作”。同年10月，渝北区科
技体验空间在区图书馆的青少年区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该
科技体验空间约100平方米，设有翻转成像、菲涅尔透镜等9项
科技展品，可直观、生动地展示光学、电磁学和部分汽车结构方
面的科学原理，实现了科普图书和科普互动展品的有机结合。
众多青少年前来体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阶段性成果。

渝北区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区科协还将继续
发力科普，点燃创新“助推器”，更好地为创新驱动、社会经济
发展贡献力量。

◀渝北区青
少年科技创新区
长奖颁奖活动。

▼青少年科
技活动中心开放
日活动。

图片均由渝
北区科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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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启动了2018年重庆市游泳
场所卫生“你点名 我监督”交叉执法检查，对群众“点名”较多的
108家游泳场所进行突击检查。届时，所有检查结果都将在媒体上
公布。 （记者 李珩）

我市对108家游泳场所进行突击检查

➡8月15日，第三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重庆选拔赛正式
开赛。从1000多个项目中海选出的53个优秀项目参加此次选拔，
最终将选出7个项目代表重庆赴北京参加全国决赛。

（记者 黄乔）

第三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
重庆选拔赛开赛

本报讯 （记者 曾立 实
习生 蒲枫涵）8月15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重庆机场集团获悉，
在2017年度国际机场协会ACI
旅客满意度测评中，重庆江北国
际机场荣获“亚太区（2500万—
4000万层级）最佳机场”，并获
评“全球旅客吞吐量（2500万—
4000 万层级）最佳机场第一
名”。

今年一、二季度，重庆机场
ACI旅客满意度测评得分均为
4.95，继续位列全球旅客吞吐量
（2500万—4000万层级）机场
第一名，在同层级机场中保持领
先地位。

旅客满意度首先来自于航
班的正常率。2017年，重庆机
场 航 班 放 行 正 常 率 达 到
85.69%，在全国十大机场中排
名第二、西南地区排名第一。

航班正常率离不开智能化
的应用。据了解，重庆机场建设
启用了A-CDM（机场协同决
策）系统，横向包含了机场、空
管、航空公司和众多运行保障单
位，纵向可以从指挥中心直接联
系到一线作业人员，实现整体运
行的智能管控。为提升旅客体
验，重庆机场还启用了自助值
机、微信值机、自助行李托运、

“无纸化”乘机等智能化设施。

重庆机场获两项殊荣

本报讯 （记者 周尤 实
习生 郑明鸿）8月15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巡警总
队获悉，经多部门实地检测验
收，红石路公交优先道已符合通
车条件，于昨日正式联网运行。

红石路公交优先道起点为
江北区大石坝公交站，终点为红
旗河沟立交，途经首创鸿恩、大
庆村、航天职大、花卉园。

昨天上午7点半，记者来到
红旗河沟公交枢纽站上了148
路公交车，此时车上已坐满乘
客。公交车在优先道上行驶，一

路畅通。
据了解，红石路是连接沙

坪坝区和江北区的重要通道，
早晚高峰时段公交客流量非常
大。据交巡警总队秩序支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红石路公交优
先道投入使用后，可显著缩短
沙坪坝至江北区红旗河沟和观
音桥的公交通行时间，并实现
红石路沿线至红旗河沟轨道站
点的公交优先道和轨道交通的
无缝接驳，解决了大石坝周边
暂时无轨道交通点、市民出行
不便的问题。

红石路公交优先道正式联网运营
可显著缩短沙坪坝至红旗河沟、观音桥的通行时间

重庆平均每天
有一台以上剧目上演
本报记者 匡丽娜

7月29日，国泰艺术中心剧院座无虚
席。中国歌剧舞剧院经典作品——大型原
创舞剧《孔子》在这里上演。

弦歌鼓瑟，论语声声，至圣先师周游列
国追求大同；水袖翻飞，莲步轻移，春秋风
韵穿越千年跃然舞台。“发奋忘食，乐以忘
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剧目尾声，悠

悠古乐中，演员们齐声吟诵《论语》篇章，将
孔子的传奇人生精彩演绎，观众席上掌声
雷动。

据悉，该剧不仅在国泰艺术中心剧院连
演了三天，还在涪陵大剧院上演，场场爆满。

“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精彩的文艺演出，这
真是个幸福的事。”涪陵观众周锐说。

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独具特色的舞
台精品、方便快捷的信息平台，近年来我
市多措并举推进文化艺术精品繁荣发展，
创作、排演、引进了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
舞台剧目，为广大市民奉上了一道道丰盛
的文化大餐，不断满足群众对高品质文化
生活的需求。

8月15日，重庆民族乐团排练大厅传
来阵阵优美的旋律。由重庆演艺集团与重
庆日报共同出品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音乐会
《思君不见下渝州》，正在紧张地进行排练。

《思君不见下渝州》是根据重庆日报
“重走古诗路，思君下渝州”的系列报道为
题材而创作的，“我们撷取历代著名诗人描
绘重庆的诗词，邀请全国名家进行创作，用
民族管弦乐进行独特的诠释，展现重庆深

厚的人文历史底蕴，准备在年底前推出。”
著名指挥家、重庆民族乐团团长何建国说。

近年来，我市创作、排演了一批群众喜
闻乐见的舞台剧目。

川剧《江姐》在全市巡演已经25场，仍然
一票难求。原创魔术《伞丛扇影》在7月落幕
的IBM国际魔术大赛上，荣获金牌、金奖和
最受观众欢迎奖三项大奖，实现了我市魔术
节目在国际赛场上金奖零的突破。舞剧《杜

甫》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大型舞台剧
和作品资助项目，实现了我市在该项目零的
突破。歌剧《尘埃落定》入选2018年中国民
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剧目。梁山灯
戏《好人邓平寿》入选2018年全国基层院团
戏曲会演参演剧目。还有芭蕾舞剧《死水微
澜》、曲艺剧《啼笑因缘》、民族音乐会《山水
重庆》等成为在全国叫好又叫座的精品力作。

目前重庆杂技艺术团正全力打造重庆
国际马戏城驻场演出剧目《大禹》，重庆市
曲艺团正积极创作现实题材方言剧《十八
梯》。

精品迭出 展现重庆深厚文化底蕴

“只要42元就能欣赏一出精彩的音乐
剧，太值得了。”8月15日，市民刘先生在国
泰艺术中心购买了三张家庭亲子音乐剧
《莫扎特的魔法世界》的演出票，对此他十
分开心。

“随着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不断追求，
大家对演出剧目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我们
从国内外引进的剧目就非常注意艺术水
准，力争把更多更优秀的作品推荐给观
众。我们引进的既有主旋律的《草原上的

乌兰牧骑》，也有世界顶级的音乐剧《猫》、
话剧《战马》等。”重庆演艺集团总裁朱凯说，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重庆已演出的引
进剧目共有778场，观众达50.4万人次。“可
以说，重庆做到了平均每天都有一台以上的
剧目在上演，老百姓天天有戏看。”

昆剧《牡丹亭》、越剧《梁祝》、舞剧《黑
与白》《阿里郎花》、芭蕾舞剧《天鹅湖》……
为期4个月的第六届重庆演出季于今年1
月圆满落幕，活动期间共有30余台优秀剧

目在我市各大剧院陆续上演，为了让百姓
能看得起演出，市文化委拿出专门资金补
贴观众，推出低价惠民票，让山城观众共享
文化盛宴。第七届演出季也将在9月拉开
帷幕，将有40台演出亮相。同时，市文化
委还推出了重庆文化消费季活动，去年的
第一届共有34场演出，各类活动42项，参
与活动人数达1457万人次。

今年以来，我市面向全市遴选了20个
优秀艺术表演团体开展了2018年春季送
演出进基层活动，共赴各区县免费为群众
演出500场，让偏远山区的群众不出家门
也能欣赏高水平的文艺演出。

惠民演出 低价票看大戏

有了优秀的舞台作品，更需要便捷的
信息沟通平台。

为了破解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矛盾，
我市充分运用“互联网+”的理念，建成重庆

公共文化物联网服务平台。该平台集合了
我市公共文化演出的大批资源，内容涉及培
训、演出、讲座等。老百姓可以根据自己的
喜好“点单”，实现了“群众点单、政府配送”，

服务方式由“政府端菜”向“群众点菜”转变，
把“送文化下乡”真正送到百姓中去。

同时，“重庆演出信息”网站和手机
APP已上线试运行，市民可通过“重庆演出
信息”网站、手机APP和微信公众号“重庆
演出信息服务号”，实现全市演出信息在线
查询、选座购票、取票等服务。

运用互联网 文化服务实现“群众点单、政府配送”

●独具特色的舞台精品
●低价惠民的门票补贴
●方便快捷的信息平台

芭蕾舞剧《死水微澜》在重
庆国泰艺术中心精彩上演。

（本报资料图片）

梁山灯戏《好人邓平寿》在
重庆大剧院上演。

（本报资料图片）

话剧《战马》剧照。
（重庆演艺集团供图）

渝北区科协助力打造创新驱动引领区

依托政策扶植企业 创设品牌培育人才
本报记者 申晓佳 实习生 蒲枫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