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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

为给广大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中国电信重庆公司将于2018年11月

13日00:00-08:00进行网络优化升

级。届时在该时段，电信用户与移动、

联通用户的短信类收发以及电信公司

提供的部分服务提醒类短信会出现延

迟或失败。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详情咨询10000号。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2018年11月5日

关于电信公司平台系统维护升级的公告国网重庆信通公司透露，11月1
日，由该公司负责建设的重庆电力供
电服务指挥平台已初步建设完成，标
志着重庆电力供电服务智能化水平
迈上新台阶。

据悉，该系统平台通过重庆电力
全业务数据中心和大数据平台，集成
运检、调度、营销3个电力核心专业

10余套系统数据，贯通运检、调度、
营销主要业务，强化专业协同，打破
专业壁垒，实现客户服务指挥、业务
协同指挥、配电运营管控、服务质量
监控等深化应用，满足重庆电力所辖
区、县供电单位和供电营业所、班组
各级配网运维、客户服务、管理人员
的不同需求。

通过该系统平台开展供电服务
质量和配网运营成效深度分析，能深
入挖掘电力大数据深度价值，深化配
电网运营精益化管理，全景展示电网
运行状态，支撑保障电网安全运行。
同时，融合电力客户服务关键点，实
现供电侧全过程管理，有力提升电力
优质服务水平。

该系统平台的建设完成，将有效
降低重庆电网线路跳闸率，减少线网
重过载，持续提升供电可靠率和电压
合格率“两率”水平。进一步降低配
网运维一体化管理成本，避免配网重
复建设，减少低效或无效投资。减少
停电，提高供电质量，提升供电可靠
性和用电服务水平，助力地方经济快
速发展。

杨渝海 陈秋地

重庆电力完成智能化供电服务指挥平台建设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 通讯
员 李蔓芊）10月31日，市政府蓝天行
动督查组根据9月以来现场巡查和市
生态环境局监督性监测发现的问题，对
12个未达标大气污染源进行通报。

为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实
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赢蓝天保卫战
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2018年全市打
赢蓝天保卫战秋冬季重点区域强化督
查启动视频会议精神，按照市政府蓝
天行动督查组《关于开展2018年全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秋冬季重点区域强化
督查工作的通知》（渝蓝督函〔2018〕15
号）要求，市政府蓝天行动督查组自9
月以来对我市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蓝
天保卫战开展督查。

督查发现主城部分区重点路段
拥堵，部分区氮氧化物浓度同比上
升。据主城区交通流量数据统计，大
渡口区新山村西城大道（新华立交至
重钢总医院）、九龙坡区火炬大道（巴
国城至格力电器）、南岸区通江大道
（石塔立交至茶园地铁站）、渝北区
上湾路（石盘河至青岗坪立交）、渝北
区同茂大道（鹿山至国博中心）、巴
南区箭河路（金竹工业园至鱼洞地
铁站）附近路段车流量大通行时间
长，行驶的柴油货车较多，尾气排放
污染较大。市政府蓝天行动督查组
要求相关区应加强交通疏导，加快车
辆通行时间，对重型柴油货车等高

排放车辆加强交通管控，减少污染
物排放。

此外，市政府蓝天行动督查组对
12个较为突出的未达标大气污染源
进行了通报。

市政府蓝天行动督查组要求各区
政府和市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大气污
染防治法》《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重庆市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
（2018—2020年）》《重庆市贯彻国务
院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
方案》及2018年全市打赢蓝天保卫战
秋冬季重点区域强化督查启动视频会
议要求，点对点开展强化督查，增强

“人防+技防”监管手段，对照四季度
各自空气质量月度目标全力争抢每一

个“蓝天”，力争在四季度主城区及渝
西片区等重点区域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同比增加4—5天。

此外，对本次督查通报问题的处理
和整改情况要于11月5日前书面回复
市政府蓝天行动督查组，相关工作市政
府蓝天行动督查组将纳入区县2018年
度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考核内容。

重庆通报12个未达标大气污染源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11月2
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市教委日前下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
的通知》，要求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
各中小学要保证劳动教育课时，开足
开好。

“当下，中小学生劳动机会减少，
劳动意识缺乏，出现了一些学生轻视
劳动、不会劳动、不珍惜劳动成果的
现象。”市教委相关负责人称，近年
来，我市中小学在劳动教育方面积极

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从总
体上看，劳动教育仍存在诸多薄弱环
节和问题。例如，一些学校片面追求
考试成绩，考核机制不健全，劳动教
育被弱化；一些家庭对孩子过于溺
爱，舍不得让孩子参加劳动，劳动教
育被软化；一些社会机构过分宣扬一
夜成名、明星效应，劳动教育在社会
中被淡化等。

“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各中小
学要抓住劳动教育的关键环节，确保

劳动教育落到实处。”该负责人称，各
中小学要保证劳动教育课时，开足开
好。义务教育阶段三到九年级开设
综合实践活动中的劳动与技术教育
课，普通高中阶段严格执行通用技术
课程标准，课时可视情况相对集中。
各校可结合实际开设劳动教育校本
课程，让学生在特色劳动中学习劳动
技术。

各中小学要积极开展校内劳动，
组织学生参与校园卫生保洁和绿化美

化，普及校园种植，有条件的学校可适
当开展养殖。大力开展与劳动有关的
兴趣小组、社团、俱乐部活动，提高学
生劳动意识。

各中小学要将校外劳动纳入学校
的教育工作计划，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充分利用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综合
实践基地和其他社会资源，安排一定
时间组织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工业体
验、商业和服务业实习等劳动实践。

要加强家务劳动教育，让家长成
为孩子家务劳动的指导者和协助者，
学校应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和个性
差异布置洗碗、洗衣、扫地、整理等力
所能及的家务劳动作业，教育学生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家里的事情帮着
做。

市教委下发通知

中小学要开足开好劳动教育课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曾立）
你欣赏过“梅花奖”得主的现场表演
吗？你见过女作家、女企业家穿着旗
袍走T台吗？11月7日，“重庆时尚·
世界看见”生态时尚大秀将在江北嘴
国际时尚发布中心举行。

作为首届长江上游城市花卉艺
术博览会（简称花博会）的重头戏，这
场生态时尚大秀将为观众带来哪些
惊喜？重庆日报记者前去为你打探。

“梅花奖”得主唱响山城之声

生态时尚大秀是“花博会”的美丽
延伸，更是城市形象的盛大展示。大
秀分为“山之声”“水之音”“城之际”

“梦之境”四大版块。
据悉，重庆川剧团当家花旦、“梅

花奖”得主吴熙将全新演绎川剧高腔
经典折子戏《别洞观景》，唱响山城之
声；国际大奖“摘金专业户”重庆两江
歌舞团将把现代舞《高山流水》搬上
舞台。此外，曾与李宗盛、张惠妹、五
月天等多位艺人同台演出的“重庆孩
子”乐队将放声高歌，借《行路歌》张
扬青春梦想，以《渝调》展现原生态城
市民谣。

女作家女企业家T台走秀

当晚的时尚秀还将出现很多重庆
新锐设计师的身影。

第一位闯入美国纽约时装周的重
庆设计师杨露，他的作品《都市丛林》
同样关注生态环保，将抽象化的动物
元素嫁接时尚，让都市丛林在T台相
遇。还有重庆独立设计师石芮子创作
的《街头女诗人》系列作品，堪称对敢
爱敢恨、独立张扬的重庆女性的告白
情书。

此外，由重庆精英女性联袂带来
的“花样莲华”旗袍秀，将紧随石芮子
的服装秀登台，女作家、女企业家转身
成了模特，将给观众带来别有韵味的
舞台体验。

梁明玉带来精彩作品

让人十分期待的，还有梁明玉的
精彩作品。梁明玉是西南大学教授、
重庆市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席，曾担任

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服装总设计师。
她将领衔7日晚的生态大秀，用两组
主题作品定格花博会时间——

一组作品为“城市记忆”。是梁
明玉受重庆独特街景建筑的启发，
并以时尚手法赋予其奇幻的未来科
技感，此系列服装设计时髦而大
胆。

另一组作品名为“来自天边”。梁
明玉以来自天边的精灵为灵感，结合
动物形象与服装造型，希望唤起人们
对生态环保、和谐自然的关注，这与花

博会“呵护一花一木，采撷美好生活”
的核心内涵不谋而合。

花博会组委会人士认为，短短90
分钟，花博会的生态价值将通过时装
艺术得以形象化、立体化展现。这不
仅是一场花团锦簇的时尚大秀，更是
一次涵养精神的文明对话。

梅花奖得主现场表演、梁明玉作品发布、精英女性T台秀……

去花博会看生态时尚大秀

➡11月4日，第二十届北京希望马拉松（重庆行）暨第三届重庆希望马拉
松活动在沙坪坝区青年广场举行，约1000名从事或热爱社会公益运动的爱
心人士、癌症病友和医务人员参加了活动。据悉，这是该活动连续第三年入
渝。 （首席记者 李珩）

希望马拉松义跑活动举行

➡11月4日，2018第二届中国嘉陵江自然水域垂钓大赛在合川区拉开帷
幕。来自四川、重庆等地的230支队伍，共460名垂钓爱好者齐聚于此，享受
垂钓带来的乐趣。最终，来自四川南充的钓世界二队以18公斤的总成绩，获
得此次垂钓大赛的冠军。来自重庆的唐家沱江钓队则以14.5公斤的成绩获
得亚军。 （记者 黄琪奥）

第二届中国嘉陵江自然水域垂钓大赛开赛

➡11月4日，“巴渝工匠”杯重庆市第七届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
观音桥步行街举行，来自全市的42名选手齐聚现场，分别参加了育婴师、家
居保洁、养老护理和搬运工四个项目的比拼。 （记者 杨铌紫）

家政服务达人拼技能

➡11月4日是重庆第12个“农民工日”，11月2日，由江北城街道机关党
支部、中建二局西南分公司第二十一项目部党支部等组成的区域化党员志愿
服务联盟，在中建二局西南分公司党群服务中心成立，上百名党员为农民工
朋友送去量身打造的志愿服务。 （记者 周尤）

党员志愿者为农民工免费服务

快读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1
月 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大学
获悉，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人社
部、中国科协等共同主办的 2018
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终审决赛，在浙江大学闭幕。重庆
大学一作品获金奖，这也是重庆市
高校首次在“创青春”实践赛中获
得金奖。

据了解，本次“创青春”全国大
学生创业大赛以“弄潮创青春，建功
新时代”为竞赛主题，全国共有
2200余所高校逾百万名大学生的
15万余件作品参赛，最终有197所
高校、369件作品入围决赛。重庆
市共推报30件作品参加全国决赛，
其中，重庆大学在读博士李力及其
团队带来的“云直达”作品斩获全国
金奖（实践赛）。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云直达”

重在发展VR（人机交互）技术。李
力介绍，其团队由学校光电工程学
院、汽车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学院等
多个学院的成员构成，经过一年多的
研发，大家构建了云直达VR行业模
组化的解决方案，可以将大量的工作
模组化而达到用 20%的成本完成
100%工作的目的，不仅开发成本可
从20万元降到5万元，工作周期也
从3个月缩短到半个月。目前，“云
直达”已累计获得30余项自主知识
产权，开发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
用伺服电机等。

据悉，在本次大赛中，我市还有
西南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重庆交通
大学等高校的《嗅味可参》《焊武帝》
等10个作品获得全国银奖；西南政
法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重庆科技学
院、重庆文理学院等高校的19个作
品获得全国铜奖。

2018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闭幕

重大送选作品获金奖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日前，
2018年“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征集
活动证书颁授仪式暨电影编剧论坛，
在电影艺术家夏衍先生的故乡——
浙江省杭州市举行。重庆日报记者
获悉，由西南大学文学院2002级电
影学专业校友张弛和该校影视艺术
系主任刘帆联合主创的电影剧本《归
程》，荣获本次活动“优秀电影剧本
奖”（即一等奖），这是国内电影剧本
方面的最高奖。

据了解，“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
征集活动由国家电影局、电影局剧本
中心和中国夏衍电影学会共同主办，
被业内称为“中国电影编剧的奥斯卡
奖”。

剧本《归程》讲述了一位离乡
多年的老人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
找到心灵归宿的感人故事。目前，
根据此剧本改编的文艺电影《白
云·苍狗》项目正在紧锣密鼓的筹
备中。

西南大学教师获“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奖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11
月2日，儿童疾病分级诊疗评价性研
究项目暨重儿儿科医生联盟成立仪
式在渝举行，项目将制订儿童疾病转
诊标准，并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主
城区培训200名基层医生，提升重庆
儿科整体诊疗水平。

“比如在双向转诊中，疾病的
转诊标准是什么？”重医附属儿童
医院科研处副处长赵耀说，不同医
院、不同医生可能对疾病有各自理
解，有的会认为达不到转诊标准而
不收。尤其是儿童疾病，进展快，
来势凶，亟需制订一个双向转诊标
准。

为此，重医附属儿童医院、中国

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医
学创新发展基金会联合启动了儿童
疾病分级诊疗评价性研究项目，项目
将由重医附属儿童医院牵头，制订转
诊标准，“比如发烧，烧了几天、出现
哪些症状就必须转诊。”赵耀说，标准
建立起来后，要对基层医生进行培
训，这样才能真正让小病留在基层，
疑难杂症到大医院，从而实现分级诊
疗。

据介绍，项目将持续3年时间，
将对主城各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基层医生进行培训。培训合格后，医
生将被授予重儿儿科医生联盟成员
标识。届时，家长带孩子去看病时，
可以找有联盟标识医生。

重庆成立儿科医生联盟
将为儿童转诊设立标准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1月4
日，第一届山区交通基础设施长期性
能与安全国际学术会议在重庆举行。
来自国内外的多名院士，以及长江学
者、国家杰青、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等共计数百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
拱桥发展及进步、山区交通基础设
施中桥梁加速施工技术、交通基础
设施安全监测及工程应用等问题进
行了研讨。

此次会议由中国工程院土木、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和
重庆市科技协会共同主办，重庆交
通大学承办，旨在打造国际性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共同参
与的高端交流平台，共同开展山区
交通基础设施长期性能及安全研
究，解决山区交通基础设施建、管、
养、运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和重大技
术难题，促进山区交通建设的技术
创新与进步。

数百名专家学者在渝畅谈桥梁技术

▲

重庆川剧团当家花旦、“梅花奖”得主吴熙。 （“花博会”组委会供图）

▲11月4日，江北区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城市花博会工作人员正在搬运
花卉。 特约摄影 龙帆 摄

被通报的12个大气污染源
大渡口区湾塘路土石方项目存在建筑运渣车

外出未冲洗，带泥污染道路，闲置土石方裸露未进
行防尘遮盖等问题。

1

江北区海尔路存在通行的河沙运输车未密闭运
输，沿途冒装撒漏，道路路面和护栏积尘较重等问题。2

沙坪坝区歌乐山镇天池村大天池社多家农家
乐及部分养老机构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油烟直
排；部分安装了油烟净化设施的存在不正常运行。

3

九龙坡区华福路北段建筑运渣车外出未冲
洗，带泥污染道路。4

轨道交通五号线一期工程歇台子站施工工地
土石方施工未采取湿法作业，闲置土石方裸露未
进行防尘遮盖，石材切割未采取降尘措施。

5

重庆工商大学老旧教学楼拆迁改造项目土石
方施工未采取湿法作业，闲置土石方裸露未进行
防尘遮盖。

6

重庆市浙瑞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排放废气
中总挥发性有机物浓度超标。

北碚区香溪路顺水鱼餐馆未安装油烟净化设
施，油烟直排。

7

渝北区德商工业园银锦路段厂房施工土石方
施工无围挡，未采取洒水降尘措施，闲置土石方裸
露未进行防尘遮盖。

巴南区融信龙州湾项目土石方施工湿法作业
未落实到位，闲置土石方裸露未进行防尘遮盖。

两江新区金开大道（金州大道节点）改造工程
施工扬尘控制不力，雾炮未开启且数量不足。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排放废
气中二氧化氮、颗粒物浓度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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