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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在潼南，有一个班组24小时不间断
轮班值守，5000多个日夜“零事故”保障
潼南电网安全运行，守护了万家灯火。
他们就是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潼南区
供电分公司调控运行班（以下简称“潼
南供电调控班”），今年该班组荣获全国
总工会授予的“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

层层审核把关
杜绝错误调控操作

“有电网的地方就需要调控，电网调
控，相当于人体的中枢神经，控制着整个
电网设备的运行、操作及电网的事故处
理。”潼南供电调控班班长陈兴介绍说，他
们的班组承担着潼南电网4座110千伏
变电站、9座35千伏变电站的统筹调度任
务，调控员指令一字之差或出现任何疏忽
大意，就有可能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句话是
对调控班工作的真实写照。几分钟的
差池、各种符号的微弱变化在外行人看
来也许微不足道，但在调控员眼中，几
分钟、甚至几秒钟的偏差都将是一次重
大的操作失误。

为了保障潼南电网安全运行，调控
班严格遵守规章制度，面对一次次电网
突发状况，果断、快速进行处置。“正是
由于严格按照规范要求一步步来执行，
层层审核、层层把关，我们才能杜绝错
误调控操作。”陈兴说。

今年“7·12”洪峰过境时，潼南多地
被淹没，周边多处涉水电力设施存在安
全隐患，为了避免电网线路跳闸，一连
好几天，调控员吴小艳和她的同事通宵
坚守在调控室，准确判断出故障类型、
果断下达操作指令、倒换运行方式、确

保各个线路能够及时送电，使潼南电网
平稳度过了洪峰。

集体“充电”学习
紧跟电网发展步伐

从最初的几部电话，到如今的全数
据监控，潼南电网调控系统紧随电网建
设发展步伐。

优秀的队伍离不开优秀的成员。
“目前调控班有17名职工，包括年纪稍
长但经验丰富的值班长，也有技术过硬
的中坚力量，近几年还在招录一批高学
历的年轻人。”陈兴介绍说。

除了要构建年龄结构优势，调控班
在人员培训方面也做足了功课。“新招

录的人员必须经过长时间培训和实习，
考核通过后才能上岗。”陈兴告诉记者，
不仅是新员工，老员工也会定期组织多
种层次和方式的培训，不断提高岗位技
能。正是由于不断地“充电”学习，调控
班所有调控员均获得了国家电网工程
师，技师“双技能”认证资格。

除了注重对技能的提升，调控员心
中也绷紧了安全意识这根弦。“越是长
时间工作，越是容易产生麻痹大意的思
想，所以调控班非常重视对员工的安全
警示教育。调控班能这么长时间保持
零事故的秘诀，其重要的一点就是整个
班组安全意识都很高。”陈兴说，班组成
员经常利用交接班时间，交流讨论重庆

市内一些典型电网安全运行方式和事
故处理的方法，总结成员值班期间发生
的电网操作和事故处理经验，并定期开
展演练，提升了调控员应对潼南电网事
故的应急处置能力。

舍小家顾大家
当好“电保姆”

班组里女员工占了绝大多数，为人
妻母，女调控员要肩负起家庭与事业的
双重责任。在“大家”与“小家”之间的取
舍上，她们毅然决然地服从了前者。

因工作岗位有较强的专业性要求，
加上人员紧张，去年，39岁的米佑君在
哺乳期坚持工作，孩子的父亲每天晚上
把小孩抱到调控室喂奶，然后又抱回去
睡觉。如此往复，直到孩子断奶。“我女
儿经常在我上夜班时，哭着嚷着要奶
喝，深更半夜了，只能把小孩抱到单位
来喂奶。”米佑君告诉记者，调控员们因
为工作繁忙，经常无暇顾及家庭，诸如
此类的状况时有发生。

调控员的工作不分昼夜，不分节假
日。每年的元旦、春节等节日和迎峰度夏
（冬）期间，是重庆电网负荷最大，调控台
最繁忙的时候。“我们只能牺牲自己的休
息时间，来当好潼南区的‘电保姆’。”调控
员梁琳玲说：“虽然需要值班，不能与家人
欢庆春节，但一想到我们让全区百姓都用
上了放心电，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全国工人先锋号”潼南区供电调控运行班

14年“零事故”守护潼南万家灯火
本报记者 周尤 实习生 刘旖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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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宗华月）11
月12日，2018重庆国际创意周开幕式
在巴南区华熙LIVE举行，来自相关文
化创意行业的代表、从业者以及爱好
者等200余人共同见证了山城这一国
际性、城市级盛会的开启。

本次创意周由重庆市文化和旅游
发展委员会、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指导，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重庆
日报、重庆市创意设计家协会、重庆华
熙国信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主
办，以“开门见山”为主题，首次集结了
全西部的创意力量。

记者了解到，1999年，林俊明、莫
康孙等人在香港创办了“龙玺全球华
文广告奖”，这是目前唯一被国际广告
界承认的华文广告评选活动。此次龙
玺华文创意大展集合上千幅华文广告
界的优秀作品，其中“龙玺创意奖经典
回顾展”收集了历年龙玺奖获奖及参
赛等优秀作品进行展览；龙玺创意奖
终极评审团作品巡展收集了龙玺历年
来作为终极评审的100位评审的作品
近1000件，包括视频作品600余件、
平面作品300余件。“如此大规模地集
中展示出这些优秀的广告作品，在中
国尚属首次。”策展人夏潇说。

本次龙玺华文创意大展以“又见

中国功夫”为主题。在展厅入口处，以
中国功夫的各个招式组成的人脑图案
十分醒目。夏潇介绍，此次展览有许
多互动环节，希望更多的观众参与进
来，感受创意的力量，激发自己的创意
思维。

同时展出的第四届中国室内设计

艺术周设计艺术展，则展出了从上千
件报名作品中挑选出的 300多件作
品，汇聚了2018年国内顶级室内设计
师年度优秀作品。策展人孔翔介绍，
第四届室内设计艺术周是室内设计年
会主委会首次落户重庆的一次盛会，
也是第一次面向公众开放。

随着创意周的开启，龙玺华文创
意大展、第四届中国室内设计艺术周
设计艺术展也拉开了序幕，成为创意
周首日备受瞩目的文化创意活动。

据悉，2018重庆国际创意周将持
续至11月18日，包含室内设计、城市
建筑、产品设计等八大板块内容。

2018重庆国际创意周精彩揭幕

创意力量集结重庆“开门见山”

本报讯 （记者 王翔）11 月 12
日晚7时，作为2018重庆国际创意周
重头戏之一的华熙LIVE独立音乐季，
在巴南华熙LIVE-M空间火爆上演。
第一组出演的独立音乐人——“房东
的猫”，以其独特的歌声与魅力，吸引
了上千市民现场聆听其歌声。

据《中国独立音乐人生存现状报
告》显示，大部分音乐人的生存状况仍

不够乐观，有68%的音乐人，在音乐上
获得的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而
月音乐收入在1万以上的音乐人，占比
不到5%，收入来源主要来自演出和编
曲及音乐制作。为了帮助这些独立音
乐人提升人气，不埋没其出众的才华，

此次重庆国际创意周专门设立了独立
音乐季，在连续6天的独立音乐人演唱
会上，10组独立音乐人将陆续登场，倾
情演唱，用努力证明自己。

在首场独立音乐季演唱会上，在
独立音乐圈人气颇高的“房东的猫”登

台亮相，在现场上千观众的鼓励和呐
喊下，主唱歌手王心怡用心唱出了《云
烟成雨》等一首首优美的歌曲，赢得了
现场群众的阵阵掌声。

据悉，在接下来的五天时间里，陈
伟伦、花粥、万晓利、晓月老板、王胜
男、不然、明群等颇有影响力的独立音
乐人也将陆续登场，为市民带来更多
优美动听的歌曲。

10组独立音乐人在渝开唱

本报讯 （记者 王翔）肾科
智能分析机器人、干眼症治疗仪、
基于DNA甲基化技术的肿瘤早期
诊断……11月12日，2018重庆生
物医药双创英才项目对接会在巴南
生物医药产业园举行，来自国内外的
23个高精尖医疗创新创业项目齐
聚于此，希望能通过路演获得现场
10家风投机构代表的认可和青睐。

生物医药产业是我市重点发
展的战略新兴产业，此次在巴南生
物医药产业园举办项目对接洽谈
会，就是要借国创会契机，促进生
物医药相关创新创业成果转化成
产业项目，以扩大重庆在全国生物
医药产业领域的影响力，加快重庆
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我们的肾科智能分析机器人
就具备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对接
会路演上，该项目负责人刘翔向现
场的专家、风投机构负责人详细介
绍了项目的核心竞争力。她说，该
项目是由海外精英团队组建的具
备服务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互联网
医疗项目，有利于推动分级问诊、
医药分离、精准医疗。

这个路演项目刚刚结束，来自
上海健康医疗产业投资基金业务
合伙人李结兵就对项目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并希望能在路演后能与
其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在当天
23个项目路演后，不少项目都与
风投机构代表进行了闭门商谈。

巴南区一负责人表示，希望能
借助这次对接会，让更多医疗领域
创新创业项目落户园区，他们将以
最优惠的政策、最优厚的待遇和最
优质的服务，让大家施展才华、实
现价值、成就梦想。

23个高精尖医疗创新创业项目齐聚巴南

10家风投机构代表现场“选兵点将”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1月
10 日，为期 5 天 4 晚的“再游长
江 归来三峡”活动圆满结束。来
自美国、日本、加拿大等32个国
家、20年前曾游览过三峡的外籍
游客，以及20年前三峡游的中方
一线员工共200余人，深度体验了

“诗画三峡”新美景，纷纷给予广泛
好评和一致点赞。

“再游长江 归来三峡”活动
由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
携程集团承办，旨在进一步推介三
峡新美景及巩固入境旅游市场。
活动从全球征集了20年前曾游览

过三峡的外籍游客和曾在三峡从
事旅游服务的一线中方员工共计
200余人，免费重游三峡，体验“一
江碧水、两岸青山”千年美景焕发
的新风采、新魅力。

活动中，这些外籍游客和
中方员工乘坐五星级游轮“长江
黄金6号”，游览了“世界第一古
代水文站”——白鹤梁、留下诸
多诗圣文豪足迹的诗城——白
帝城，参观了世界最大的水力发
电工程——三峡大坝等。三峡
新风采一路上都受到嘉宾们赞
叹。

参加“再游长江 归来三峡”活动的中外游客惊叹——

“千年美景焕发新风采！”

本报讯 （记者 周雨）11 月 12
日，荣昌区政府与中国国家画院签订文
化战略合作协议。中国国家画院将在
荣昌设立写生创作基地，并帮助荣昌设
计制作城市主题雕塑，策划推广非遗文
化，助力荣昌城市文化建设。

根据协议，中国国家画院除了在荣
昌设立写生创作基地，还将在安陶小镇
陶宝巷子设立艺术家创作基地，建立中
国国家画院名家工作室。中国美术报
则将在荣昌设立工作站，并在中国美术

报网为荣昌专设“文化与艺术”专栏。
荣昌陶器、荣昌夏布、荣昌折扇等

三大国家级非遗项目，成为此次双方合
作的“主角”。中国国家画院期望双方
通过建立青年学习基地、组织艺术名家
创作写生等合作途径，用荣昌夏布等非
遗产品为艺术家提供灵感来源和创作

载体，进一步推动城市文化和当代美术
结合，推动艺术和生活相互交融，提升
荣昌城市气质和山水人文结合。

签约当天，双方就荣昌火车北站广
场主题雕塑、荣昌国家级高新区标志性
雕塑方案进行评审。“我们还将策划实
施系列关于荣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

览、宣传推广活动，”中国国家画院负责
人说。

据了解，作为文化部直属的国家级
创作研究机构，中国国家画院画种设置
齐全，各个画种带头人云集，是代表中
国美术最高水准的机构。“艺术界的‘国
家队’助力荣昌提升文化品质，将有效
促进荣昌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群众的
高品质生活，”荣昌区委负责人表示，荣
昌将用好与中国国家画院合作的契机，
进一步提升文化产业发展的“含金量”。

中国国家画院在渝设立创作基地
助力荣昌文化建设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11
月 8日，在长寿区邻封镇举行的

“长寿柚”乡村文化旅游节开幕式
上，该区发布了当地的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自然长寿”。

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提炼特
色产业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人文价
值，创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已成
为各地加快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
要抓手。此次发布的“自然长寿”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既体现了自然
孕育的“长寿之源”，更融合了悠久
深厚的长寿文化，有利于增进消费
者对长寿农产品认知，对品牌产生
好感，从而全面提升长寿优势特色
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目前，“自然长寿”区域公用品
牌主要涵盖了长寿柚、长寿橘、长寿

鲜鱼、长寿鸡蛋等产业。品牌主形
象是一个“寿”字，由起伏迭起的山
峦与纵横交错的水文交织而成，展
现了长寿的自然山水、优质生态；几
缕山间缭绕的云雾，刻画出和谐惬
意的休闲生活；鲜明的绿色、蓝色以
及橙红，表现出品牌充满活力的视
觉感官；品牌字体采用厚重的笔墨
形式撰写，显示出长寿区深厚的长
寿文化底蕴；将“寿”字笔画拉长，则
意在趣味、形象地暗示消费者，品尝

“自然长寿”，自然可以长寿。
在当天的“长寿柚”乡村文化

旅游节上，重庆日报记者还获悉，
全区长寿柚种植面积已近10万
亩，产量5.9万吨，年产值达6.7亿
元，已成为长寿乡村振兴和农民增
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自然长寿”发布

我市又添一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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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备受重庆轨道
族欢迎的社交APP“厢遇”再次升
级，推出更有趣的玩法、更IN的交
友方式，还有价值十万元的好礼免
费赠送！

厢遇是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和
重庆轨道集团联手打造的一款针
对轨道族的社交APP，通过手机
GPS定位，真实、准确地记录哪些
人曾与你相遇，以此为重庆轨道族
带来“缘分指数”的交友新体验。
自2017年4月正式上线以来，已
累计拥有30万下载量，成为轨道
族开拓朋友圈子、情感倾诉、工作
降压的好去处。

厢遇这次新推出的3.0版，通
过智能算法及人工审核，增强了
APP内容观赏性；同时，保留了其
全面的休闲娱乐和生活服务功
能，并升级了核心“交友”版块。

点击底部“交友”，这里有通过人
脸识别和实名验证的真实单身男
女期待与你相遇。点击“发现”按
钮，还能进入更多趣味页面，包括
活动中心、线上商城、热门小游
戏、轨道交通乘车查询、天气查询
等。

即日起，扫描二维码下载厢遇
3.0版，登录、发帖、邀请新用户均
可获积分，积分能在厢遇商城兑换
实物好礼，目前价值十万元的商品
已经上架。 （蔡静）

厢遇3.0上线
扫描二维码下载可获积分并兑换礼品

扫一扫
就看到

下载领取
积分兑礼
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