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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5月 6
日，由全国妇联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网
络社会工作局主办的“一路芬芳巴渝
行——网络正能量人士走基层访妇
情 赞成就颂祖国实地采访”活动在重
庆巾帼园启动，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网
络正能量人士开启为期5天的考察。

“此前我们的写作内容大多涉及社
会热点话题，以及如何跟父母相处等生
活情感类问题，很少关注妇女工作这方
面。”微信公众号“今夜九零后”联合创
始人陈狄炜是“90后”，他介绍，现在的

“90后”大多对妇女工作没有太多了
解，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深入重庆区县
基层寻找选题切入点，吸引更多人关心

基层妇女和儿童的生活状态，贡献网络
平台的正能量传播力。

“希望网络达人们通过采访活动
讲好重庆故事，弘扬网络正能量，同时
了解重庆妇女事业在改革中取得的长
足进展，宣传重庆女性中的优秀典型
和感人事迹，向广大网民展示她们的
时代风采。”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渝期间，网络达人们将相继走访铜
梁、沙坪坝、涪陵、酉阳、武隆等区县，
考察脱贫攻坚巴渝巾帼行动、乡村振
兴巴渝巾帼行动、妇联基层改革、巾帼
志愿者服务、家庭建设等工作，并随时
通过网络平台与网友分享在重庆的所
见所闻。

网络正能量人士关注重庆妇女儿童发展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记
者 杨骏 实习生 唐璨）智能化，正
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5月6日，重
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在第二届西洽会
上，智能化将成为重要的服务手段。

本届西洽会为了方便观众现场临
时注册，展会现场设置了自助机器。普
通观众可以通过身份证信息+手机号
在自助机上进行注册，获取电子码（人
像二维码）。若没带手机的观众，则可
以在自助机上扫描身份证，打印临时参
观证件。

“既没带手机又没带身份证的观
众，可以在人工台办理。”西洽会执委会

方面表示。
据了解，为了方便各方提前进行

西洽会的参会注册和办理证件，本届
西洽会执委会设计了多种渠道。参加
西洽会的参展商、嘉宾、代表团和媒体
可以通过官方网站（www.ccisf.com）
和官方微信公众号（西洽会）进行注
册。而前来参观的观众则有6种方式
提前进行注册，除了官网和微信公众
号，还可以通过户外广告、H5、今日头
条以及抖音等多种官方平台在线注
册。

为了方便参展商、嘉宾、观众等快
速进场，提高入场速度，本届西洽会执

委会采用了人像识别技术，入场实现了
人像采集全覆盖。

本届西洽会票据以电子票为主，登
录系统预登记、现场登记也会绑定人
像。同时，现场还配备了智能人像翼闸
机，对于标识性强的佩戴证件人员，只
需要靠近门禁，门禁会主动识别证件上
的人像，自动开门。

西洽会执委会称，现场门禁设备
科技感强、通行速度快、安全性高，配
合人像识别技术，最快每分钟可通过
20人。

同时，为了统计到场人数，进行大
数据分析，西洽会将实时呈现统计数

据，为参展参会各单位开展投资贸易业
务对接提供数据支持。本届西洽会还
会对全覆盖的数据分等级整理，全面、
重点区分处理，为后续工作开展打好坚
实基础。同时，会务组还将根据大数据
统计进行现场智能匹配。

停车是很多观展方关注的问题。
本届西洽会将提供智能化导航系统。
届时，参展嘉宾及观众可用手机通过该
系统实现智能、精准定位导航。

西洽会执委会方面还表示，目前到
达展会现场有几种方式。通过轻轨、公
交、悦来大道前来的观众通过博览中心
广场右转，到达中央大厅北区南环道门
前出示或办理证件，然后进入展厅参
观；悦来滨江路前来的观众通过博览中
心广场左转，到达中央大厅北区南环道
门前出示或办理证件；自驾前来的观众
可以在同茂大道停车场停车，在北登陆
厅出示或办理证件。

入场人像识别、现场智能停车……

参展参观西洽会将会很方便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记
者 杨骏 实习生 唐璨）5月6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西洽会执委会了解到，第
二届西洽会展会全面提档升级，24省
区市组团参展，近3000家企业亮相。

据介绍，本届西洽会展览总面积约
11万平方米，分设魅力西部合作展区、
国际合作展区、陆海新通道合作展区、
自由贸易试验区展区、区域合作展区、
跨国公司展区、央企国企展区、知名民
企展区等八大主题展。其中，陆海新通
道合作展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展区是首
次在西洽会亮相。

据最新统计，本届西洽会将有北
京、山西、山东、浙江、香港等24个省区
市组团参展，随政府代表团参展企业近
3000家。

央企国企展区设在N4展馆，包括
航天科工、南方电网、长安汽车等知名
央企国企将展示近年来研发的新科技
新产品，展现高质量发展的风范。记者
了解到，本届西洽会，近100家央企和
大型国企、知名民企将携旗下逾600家
企业参展。

集中反映高品质生活的魅力西部
合作展区设在N5、N7、N8三个展馆，
西部各省区市和重庆各个区县平台都
将在这三个展馆进行区域特色展示。
区域合作展区设在N2、N6展馆，来自

北京、深圳、浙江、山东、香港等省区市
的合作项目也将在这两个展馆推介展
示。

另外，国际合作展区、陆海新通道
合作展区将设在N1展馆；跨国公司展
区设在N3展馆，包括福特汽车、中粮
集团、国家能源、航天科技等知名企业
都将参展；知名民企展区设在N5、N6、
N7、N8四个展馆。

据悉，目前本届西洽会约11万平
方米的展区已全部完成招商招展，其中
特装展位面积占比达98%。

第二届西洽会全面提档升级

24个省区市组团参展 近3000家企业亮相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5月 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教委获悉，教育
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19年银龄
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明确2019－2020学年
全国计划招募4000名讲学教师到农村
义务教育学校讲学，其中重庆将招募

100人。
据了解，银龄讲学计划中的受援学

校为县镇和农村学校，主要是国家确定
的连片特困地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深
度贫困县，贫困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
等，重点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

倾斜。
申请银龄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

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
主。招募到的讲学教师可以根据自己
的专业特长开展以课堂教学为主的讲
学活动，同时也可根据受援学校的教育
教学需求进行听课评课、开设公开课、

研讨课或专题讲座，指导青年教师、协
助学校做好教学管理和开展教研活动
等。讲学教师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

《通知》指出，讲学教师服务期间人
事关系、现享受的退休待遇不变，按月
发放工作经费。讲学教师工作经费由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年人均2万
元标准共同分担，其中，西部省份由中
央财政负担；中部省份由省级财政和中
央财政按1∶1比例分担；东部省份由省
级财政自行负担。

教育部拟招募4000名退休教师到农村讲学
重庆招募100人

本报讯 （记者 夏元 实习生
董豪）建筑工地施工设备不合格、排污
不达标等乱象，都要遭抓现行。5月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委获
悉，即日起全市房屋市政施工建设领域
启动为期一个月的“建安行动2号”执
法检查，将重点查处建筑工地各类施工
违规现象。

6日上午，市住房城乡建委检查组
一行对主城多处施工工地进行了随机
突击执法检查。在某处施工工地，检查
组发现现场存在塔吊设备老旧、临边防
护措施缺失、施工现场排污不力等多种
违规现象。随即检查组对工地施工方、
监理方等提出限期整改要求。

“此次‘建安行动2号’主要对建筑
工地机械伤害、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等

6类行为进行集中整治。”检查组负责
人表示，包括工地起重机械未办理合法
手续，主要钢结构构件、标准节和附着装
置等不符合规范要求，作业人员未持证
上岗，违规进行登高、攀登作业等违规行
为，都是此次执法的重点打击对象。

市住房城乡建委表示，今年我市将
在3月、5月、7月、9月和11月累计进
行5次全市房屋市政施工建设领域集
中执法检查。在此前的“建安行动1
号”执法行动中，市、区两级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累计对全市1778个在建房
屋及市政工程进行检查，其中责令停止
施工256家次、通报批评31家次，确保
了生产安全事故数量和死亡人数较去
年同期均有所下降，未发生较大及以上
级别生产安全事故。

对建筑工地违规施工说不
重庆房屋市政建设领域启动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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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八中的“三品”办学追求

定期举办的名校联盟论坛，为教师专业发展搭建平台八中首届国际学习节活动，率先进行创新、创造、创业
的“三创”教育探索

各级领导的视察指导，助推八中女排劲旅高水平发展 树人时光电台等30余个社团，为学生提供个性发展的
宽阔舞台

市级语文、数学、英语、化学创新基地，引领学校
高水平发展

重庆八中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秉持
“诚勤立达”的校训精神，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行
进在内涵、多元、卓越发展的路上，探索集团办学，打造
智慧校园，深化课程改革，在传承的基础上提出“品位∙
品质∙品格”办学主张，倾力塑造有品位的学校文化，创
生有品质的校园生活，培育有品格的时代新人。

八十年风雨兼程，八十年努力奋进，从私立树人中
学到而今的集团办学，从小龙坎玲珑精致的校园，到
300余亩、设施一流、大气高雅的渝北校区，从建校伊始
的“求知”“修身”到解放后的“求真务实”，再到新时代
的“立德树人”，从“教育救国”到“为国育才”，八中人仰
望星空，传承“乐育天下”的教育情怀，坚守“育人为本，
追求卓越”的教育理想，秉持“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
教育原则，在传承中创新，在改革中坚守，积极打造“严
格与关爱结合的育人文化”“行动与学术结合的教研文
化”“基础与个性结合的课程文化”，努力塑造有品位的
学校文化。

八中人脚踏实地，把“创生有品质的校园生活”作
为办学实践的方向。追求师生成长有品质，即帮助师
生的生命品质和专业品质双重发展；追求办学行为有
品质，即遵循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追求
学校发展有品质，即办学有特色、发展可持续。坚持

“质量与特色并重”发展思路，倡导“相互欣赏、理解支
持、直言不讳、温情关怀、优雅淡定”的工作氛围，凸显

“行动德育、活动育人”的德育特色、“海量阅读、优雅发
展”的书香特色、“创新驱动、特长发展”的科技特色、

“悦身键体、彰显个性”的体育特色和“育美唯真、陶冶
情操”的艺术特色。

八中人面向未来，培养有品格的时代新人。坚持
“育人为本”，继承80年来的办学积淀，深化教育改革，
优化课程体系，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开设选修课
程、专家讲座，社团活动、研学旅行，努力培养有高尚品

德、有家国情怀、有奋斗激情、有深厚学养、有创新精神
的时代新人。

“乐育天下”的高远追求，求真务实的努力拼搏，八
中教育硕果累累。学校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校园、全国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等国家级表彰20余项，重庆市文明
单位、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状等市级表彰80余项。教师
业精德高，有全国全市知名教师近300人，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4人，全国优秀教师、模范教师9人，
正高级教师19人，特级教师18人；4个市级高中课程创
新基地，1个市级未来专家工作室，1个市级名师工作
室，2个区级名师工作室，引领着教师队伍高水平专业
发展；学生全面发展，每年艺体、科技、学科竞赛等方面
在全国获奖学生近300人次。

重庆八中把办“具有精神感召力和教育原创性的
高成就学校”作为办学目标，正奋发向上，勇于担当，书
写更加辉煌的教育篇章。

谭茭 万芮杉 胡忠英 图片由重庆八中提供

被誉为“西南最美中学”的八中渝北校区，设施设备一流，育人环境优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