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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习
生 刘蕊）6月7日，2019年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简称普通高考）正
式开考。今年重庆市普通高考共
264279人报名，因高职分类考试招生、
保送生等已录取近 8 万人，全市共
186312名考生参加了此次普通高考。
今年的作文题目要求考生以青年学生当
事人的身份，选择1919年至2049年5
个重要时间节点里的任务之一，完成写
作。

据介绍，今年全市普通高考报名
264279 人。其中，普通文理类考生
224629人，高职对口类26290人，中职
直升类13144人，体育单招166人，残疾
单招50人。因高职分类考试招生、保送
生等已录取近8万人，此次全市参加普
通高考共186312 人，其中文科73982
人，理科112330人。全市共设考区39
个，考点98个，考场6263个。

7日上午，在南开中学、重庆一中等
学校门口，重庆日报记者看见一些家长
身着喜庆旗袍为孩子送考。“我们祝愿孩
子能考上理想的学校。人生需要一直不
断地努力，所以也希望孩子们认真地走
好今后的每一步。”家长们说。

今年重庆市的高考试卷是全国Ⅱ

卷，其中语文作文要求考生阅读一段中
国青年在1919年至2049年的5个重要
时间节点发挥重要作用的材料后，以青
年学生当事人的身份、从5个任务中任
选一个完成写作。这 5个任务包括：
1919年5月4日，在学生集会上的演讲

稿；1949年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庆
祝游行后写给家人的信；1979年9月15
日，参加新生开学典礼后写给同学的信；
2019年4月30日，收看“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后的观后感；2049年9月
30日，写给某位“百年中国功勋人物”的

国庆节慰问信。
很多考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选

择写收看“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
后的观后感，也有一些考生选择其它时
间节点的身份进行写作。“今年是五四运
动100周年，语文、政治、历史等科目的
老师都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资料学习。”不
少考生表示，在重温那段历史的过程中，
大家深受感染和启迪，对中国近现代革
命史以及新时代青年人所应承担的责
任，都有了更深的认识。

“这次作文选择五四运动、新中国
成立、改革开放、五四运动100年、新中
国成立100年等五个标志性历史节点
提供材料，启示考生深刻领悟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也体现了家国情
怀与时代精神的‘大语文观’。”西南大
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重庆文史研究院
院长董小玉认为，考题在写作任务中
设置五种身份，意在引导考生以参与
者的身份“体验”历史、思考未来，激励
他们自觉接续奋斗、争做时代先锋，将
个人的理想追求与国家、民族的发展
融为一体。

另外，今年语文的古文阅读选自《史
记·商鞅列传》，现代文阅读是法国作家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小步舞》。

重庆18.6万余名考生参加高考
高考作文引导考生以参与者身份“体验”历史思考未来

本报讯 （记者 王翔）6月7日，
借着端午节游客大量到来的契机，在涪
陵区蔺市镇美心红酒小镇，涪陵“共享
端午·精准扶贫”集市正式开市，周边贫
困户和农户在新建的标准集市里售卖
自家产的土货，吸引了大量游客购买。

“借助这人流量，可以为周边农户
增收提供帮助。”涪陵区一负责人说，以
前，他们在红酒小镇的入口处设立了一
个小型农户集市，方便贫困户和农户售
卖产品增加收入，但随着客流量的增
加，原有的集市变得拥挤起来，人摊混
杂也有一些安全隐患。

赶在端午节前，涪陵投入资金，在
红酒小镇的停车场旁建设了一个700
平方米左右的标准化集市，供周边贫困
户和农户免费使用，使原本季节性的小
集市，变为了一个常设的扶贫集市。

“这个集市因为紧靠停车场，很多人
都在开车回家前，来集市购买农家土
货。”贫困户张大爷说，他今天一早，就带
了自己家养的4只土鸡来卖，还没到10
点钟，就全部卖光了，一共卖了800元。

不光是土鸡，集市上粽子、艾草、香
包等传统民俗产品，以及前来展销的非
遗产品、文创产品等都非常受欢迎。

除了扶贫集市热闹非凡外，涪陵区
还在红酒小镇内为广大游客准备了以

“粽香涪州 情满家园”为主题的端午
系列活动，包括包粽子、打糍粑、民俗巡
游、画额、投壶等传统端午活动。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维灯）6月
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获
悉，重庆全面启动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
法行为专项行动（以下简称“清废行
动”），时间持续至2020年10月，以推进
固体废物从乱堆乱放到分类、规范、科学
处置转变，督促各区县落实生态环境保
护属地责任，有效遏制非法转移和倾倒
案件多发态势，建立固体废物监管长效
机制，及时消除环境安全隐患，保障长江

生态安全。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此次行

动范围包括各区县（自治县）、两江新区、
万盛经开区（以下统称各区县）全域。重
点为长江干流及其一、二级支流两侧现
状岸线向陆地延伸10公里范围内固体
废物（危险废物、医疗废物、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堆放、贮
存、倾倒和填埋点。重点打击非法转移、
非法倾倒固体废物等环境违法行为。

按照统一部署，此次清废行动将分
阶段进行。即日起至9月为摸底核查
阶段，各区县将按照专项行动工作范
围，对辖区内固体废物堆放、贮存、倾倒
和填埋点问题进行全面自查摸底，对自
查出的问题点位形成问题清单，并在

“清废App”上填报，及时明确整治措
施、责任单位和整改时限，积极推进问
题整治。

截至2019年5月31日，我市共接

到生态环境部交办疑似问题点位59个
（其中卫星影像疑似问题点位 58 个，
2018 年排查问题点位 1 个），涉及我市
12个区县（万州 6 个、黔江 1 个、南川 4
个、长寿1个、綦江3个、荣昌3个、武隆2
个、奉节6个、巫山10个、彭水18个、石
柱1个、云阳4个）。目前，12个区县已
对59个点位进行了现场核实并在App
系统中填报相关信息，核实率为100%。

此外，2019年9月至10月为核查督
办阶段，2019年9月至2020年3月为分
类整改阶段，2020年3月至4月为核查
销号阶段。

开展清废行动期间，各区县还将在
“一报、一网、两微”设立专栏，全面公开
并分阶段宣传“清废行动”情况。

重庆全面启动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
重点打击非法转移、非法倾倒固体废物等环境违法行为

本报讯 （记者 王丽）巴黎的
街景、悠扬的音乐、优美的芭蕾……
6月7日晚，百老汇原版音乐剧《一个
美国人在巴黎》在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上演，为山城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
宴。

音乐剧《一个美国人在巴黎》颇
具创造力的舞美设计让现场观众眼
前一亮，舞台设计师把投影和几何分
割法变成了一种艺术，随着剧情的延

伸，变戏法般地创造出许多场景，营
造出一个绘画般的梦幻舞台。

音乐剧《一个美国人在巴黎》源
自作曲家乔治·格什温创作的同名管
弦乐交响诗，讲述了二战结束后一对
青年男女发生在巴黎的浪漫爱情故
事。该音乐剧2015年登上美国百老
汇舞台并斩获当年托尼奖最佳编舞、
最佳舞台设计、最佳灯光设计、最佳
配乐4项大奖。

音乐剧《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在渝上演

本报讯 （记者 王丽）6月7日
晚，重庆市歌舞团原创舞剧《杜甫》首
次走出国门，在韩国天安市艺术中心
剧场上演。

《杜甫》由重庆市歌舞团联合国
内顶尖创作团队，历时一年倾力打
造、历经三年打磨提升，分“序：壮游
羁旅，踌躇满志济天下”“上篇：长安
十载，求官谋事为苍生”“下篇：弃官

归隐，笔底波澜惊风雨”“尾声：登高
望远，历尽沧桑唱大风”4个篇章，意
象化地讲述和呈现了杜甫颠沛流离
的一生，浓缩了杜甫从宦游、为官到
弃官的全过程。

“杜甫诗歌在韩国的广泛传播，
为此次演出奠定了良好的观众基
础。”重庆市歌舞团团长郑怀勇介
绍。

舞剧《杜甫》在韩国上演

“共享端午·精准扶贫”
集市开市

6月7日上午11点半，重庆南开中学考点，考完语文的考生们信心满满地走出考
场。 特约摄影 钟志兵

欢乐跑 6月7日，万盛经开区举办了“万盛黑
山魅力彩跑”活动，吸引了来自重庆市主

城、周边区县以及香港、浙江等地区近1000名跑步爱好者参加，
在8公里的“彩色跑”中，参与者们将粉色、蓝色、绿色、橙色的无
毒粉末互相抛洒，用身上缤纷的颜色传递着快乐与健康，度过
愉快的端午节。 特约摄影 曹永龙

6 月 7 日，重庆市川剧院，川剧版
《白蛇传》演出现场精彩纷呈。当日，

是端午小长假第一天，川剧院推出的《白蛇传》吸引了不
少市民前往。近年来，随着我市市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文化过节成为市民度假的常态。

记者 崔力 摄

看川剧

6月7日，游客在美心红酒小镇打
糍粑、逛集市。 记者 王翔 摄

6月7日，北碚区北温泉街道一居民楼，西南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杨甜（右二）邀请三名分别来自俄
罗斯、哈萨克斯坦、埃及的留学生到家中一起包粽子，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共庆端午佳节。

记者 万难 摄

包粽子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6月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银保监局获
悉，围绕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重庆正着力构建保险扶贫保障体
系，提升贫困人口的保险保障水平。
截至目前，仅“精准脱贫保”就已覆盖
全市33个贫困区县及有扶贫开发任
务的区县，167万贫困人口、64.3万
名贫困学生因此受益。

据了解，重庆保险扶贫保障体系
涵盖农业保险、健康保险和教育保险
等领域，保险产品有“精准脱贫保”

“产业扶贫保”“贫困户大病保险”“农
房保险”等多种。

其中，“精准脱贫保”是重庆银保
监局联合市扶贫办，在全国率先推出
的涵盖贫困户大病补充保险、扶贫小
额意外保险、疾病身故保险、贫困户
学生重大疾病保险和农房保险5个
险种在内的综合保险产品。该产品
针对贫困群众致贫返贫的各种可能
因素，从医疗健康、财产、教育、产业
等方面为贫困户提供全面保障，且保
费由市级财政全额出资。

在农业保险方面，重庆保险行业
推出了“产业扶贫保”，可为贫困户提

供农业产业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
疾病疫病和草虫鼠害等损失赔偿。目
前，“产业扶贫保”已在全市18个深度
贫困乡镇全面落地。其中，仅人保财
险重庆市分公司就已支付赔款122万
元，赔款惠及贫困户2243户次。

对好不容易脱贫的贫困户来说，
一场大病往往可能让他们再度返
贫。为解决特殊贫困户大病就医难
问题，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推出了贫
困人员医疗再托底模式。

据悉，贫困人员医疗再托底模式
是指贫困户在城乡居民医保、大病保
险、扶贫济困医疗补助和“精准脱贫
保”补偿后剩余部分，按比例由保险
公司分段赔付。其中，目录内住院医
疗费用每人每年最高赔付10万元，
目录外住院医疗费用每人每年最高
赔付5万元。

依托贫困人员医疗再托底模式，
目前，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已在彭水
试行贫困村整体“三防”保障模式（防
贫困人员深度贫困、防非贫困人员致
贫、防脱贫人员再次返贫），实行大病
定额给付并提供出行意外保障，总保
障额达到1.27亿元。

重庆构建保险扶贫保障体系
涵盖农业健康教育等领域

本报讯 （记者 白麟）6月 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
市能源局获悉，截至2018年底，我市
农村电网综合电压合格率达到
99.769%，提前完成并超过国家
2020年目标（综合电压合格率达到
97.9%）。

在农网改造中，我市通过开展户
户通电、小城镇中心村、村村通动力
电、小康用电示范县、市级深度贫困
乡镇等一系列工程，有效改善了我市
农村用电可靠性和供电质量，全市实
现所有贫困村通动力电，并完成了合
川、璧山和荣昌3个小康用电示范
县、18个深度贫困乡镇、317个自然
村动力电不足以及922个小城镇（中
心村）等农网改造升级。

此外，我市还解决了995所高海
拔地区中小学冬季取暖用电问题，治
理低电压台区近 2.4 万个，解决黔
江、彭水等12个区县3.4万座烤烟房
配套电力建设，解决894个、24万人
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供电保障需求，
投入1370万元农网改造资金配合支
持巫山、巫溪、奉节共1.37万千瓦涉
及2267户农村光伏扶贫。

除了农村电网综合电压合格
率提前完成国家目标，截至 2018
年底，我市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达
到 99.7945%，户均配变容量达到
1.85 千伏安/户，已十分接近国家
2020年改造目标，目前全市正力争
经过 2019 年改造，提前完成国家
目标。

重庆农村电网综合电压合格率
提前完成国家目标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6月7
日晚，“体彩大乐透杯”2019亚洲田
径大奖赛系列赛第二站比赛在重庆
奥体中心举行，中国选手夺得男子三
级跳远、男子100米等5个项目的金
牌，重庆籍选手徐晓龙在男子三级跳
远比赛中再次获得亚军。

昨天的比赛项目共设男女100
米、400 米、800 米、110 米栏、4×
100米接力等17个比赛项目。

在江津站比赛中获得男子三级
跳远银牌的重庆籍选手徐晓龙，昨天
状态一般，以16米43的成绩再度获
得该项目银牌。徐晓龙表示，赛后自
己会回国家队训练，争取早日拿到东
京奥运会的入场券。重庆籍短跑选
手别舸由于8日要随国家队出国集
训，昨天并未出现在奥体中心的赛场
上。

虽然重庆是首次承办洲际田径赛
事，但无论是场地设施还是赛事服务都
赢得参赛选手的一致好评。“这里的赛
道很舒服，观众也很专业，希望今后有
更多机会来重庆参赛。”中国田径队选
手刘群说。

“此次亚洲田径大奖赛在重庆举

行，为我们在重庆推广田径运动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重庆市体育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市体育局还将
与中国田协展开积极合作，争取让更
多高水平田径赛事落户到重庆来举
行，从而推动重庆田径运动整体水平
的提升。

2019亚洲田径大奖赛第二站在奥体中心举行

重庆籍选手徐晓龙获男子三级跳远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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