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7月20
日，2019中国·巫山当阳大峡谷户外运
动挑战赛在巫山当阳大峡谷风景区拉开
帷幕。来自国内外的800名高水平户外
运动爱好者，为冠军展开激烈角逐。

据了解，中国·巫山当阳大峡谷户
外运动挑战赛由重庆市体育局、巫山县
人民政府、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
办。此次赛事共分为精英组和大众组

两个组别。精英组全长58公里，采用骑
行、跑步、双人皮划艇三种户外运动方
式结合，大众组全程14公里，由跑步和
双人皮划艇项目构成。

经过一个上午激烈的角逐，胡万
泽、彭剑辉以3小时9分5秒的净计时
成绩拿下精英男子组第一名，施爱爱、
夏宗勇以1小时30分7秒的净计时成
绩拿下大众男子组第一名。

2019中国·巫山当阳大峡谷
户外运动挑战赛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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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7月
20日，“我和我的祖国——童心筑梦新
时代 我与祖国共成长”第八届重庆市
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公益活动开幕。据
悉，该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
国教办、市财政局、市教委、团市委、市
校外联共同主办，来自全市各区县的
1000余名贫困青少年和优秀青少年代
表将免费参加为期7天的夏令营活动。

本届军事夏令营活动是全市青少
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宣传教
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活动自7月
19日开始，7月31日结束，分两期举

行，每期7天，共计1000人参加。参训
对象主要为我市国家级贫困区县和市
级贫困区县推荐的青少年代表。除此
之外，本次军事夏令营还特别邀请了西
藏昌都市的20余名藏族青少年代表参
加。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军事
夏令营融合了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
教育、国防知识学习、准军事化训练、自
护能力训练和职业技能体验等丰富多
彩的内容。

主办方还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方面
的知识精心组织专题讲座，开展趣味答
题竞赛，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
们在训练之余，增长知识，全面提升综
合能力素质。

据悉，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活动开展
8年来，全市已累计有7000余名优秀
青少年代表和贫困儿童代表在活动中
受益。

第八届重庆市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开营

在7月20日举行的重庆市集成电
路产学研政协同创新交流会第三次会
议上，我国计算机行业著名专家、中国
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表示，在新一代信息
技术发展引领下，谁能将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和数字经济结合得好，谁就有可能
成为领先者。

半年三次来渝，建了院士专家工作站

倪院士说，他以前对重庆了解较
少，而且和重庆的联系也少。可就在今
年上半年，他和重庆的往来频繁起来。

“这已经是今年第三次来重庆了，
很快还有第四次、第五次。”

他与重庆允升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允
升科技）合作，在重庆建立了院士专家工
作站，亲自揭牌，更是对重庆青睐有加。

吸引他的，是重庆日渐浓厚的大数
据智能化创新发展氛围，也是允升科技
在国内近270家工业互联网平台中的
与众不同——专注于为中小企业提供
覆盖广、成本低、见效快的工业互联网
服务，促使广大中小企业拥抱互联网。

对于下个月举办的智博会，倪院士
也非常期待，他说自己一定会来，并且
希望在智博会上多看、多学习，找到一
些新的机遇。

推动RISC-V芯片发展

“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
‘讨不来’的，高科技核心技术好比是大
国重器，肯定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这
是倪院士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特别
是在我国芯片产业发展备受关注的今
天，他更体会到在关键领域自主创新，
真正实现自主可控的迫切。

他举例说，当前，世界主要的CPU
被 Intel 和 ARM占据,未来RISC-V
很可能成为世界主流的CPU之一，并
在CPU领域形成Intel、ARM、RISC-

V三分天下的格局。
RISC- V 是 基 于 精 简 指 令 集

（RISC）原则的一个开源指令集架构，
在此基础上形成开源芯片生态，可以降
低芯片设计的门槛。

因此，他给重庆提出建议，推动
RISC-V芯片发展，让更多企业和技术人
员投入到这个领域，让重庆乃至中国在新
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中慢慢增加话语权。

重庆在5G领域将大有可为

在谈到5G时，倪院士表示，过去，
中国老处于跟跑状态，到4G时代，中国
主导的TDD技术路线和国外主导的
FDD技术路线水平相差无几，而到了
5G时代，中国将迎来互联网发展的新
机遇，有望实现领跑。

“相比4G对3G的提升，5G对4G
的提升大得多。5G时代的到来，也将带
来更多新的机遇。”他说，比如智能制造，
未来将发展到什么地步，谁也不知道，全
世界都没有模板，但重庆传统制造业多，
转型升级的需求大，在传统制造与机器
人产业完美结合方面，重庆大有可为。

倪院士还建议，重庆可以多关注机
器人产业生态建设。一是人才培养，包
括培育大量软件工程师等；二是商业模
式探索与创新；三是上下游产业链打造。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

重庆应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中增加话语权
本报记者 张亦筑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7月20
日，我市131位优秀青少年代表启程赴
京参加“中华魂”读书活动夏令营。接
下来的一周时间，他们将到人民大会堂
参加2018年全国“中华魂”活动表彰大
会，观看天安门升旗仪式，到故宫、八达
岭长城、首都博物馆、中国科技馆等地
游览。

我市已连续17年开展“中华魂”主
题教育读书活动，去年，全市300余万
名青少年参加了这项读书活动。经过
层层选拔，我市1455名青少年参加了
市级读书活动演讲、征文比赛，本次赴
京的131人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在
北京期间，我市还将推选10位优秀演讲
选手参加全国的“中华魂”演讲总决赛。

重庆131位优秀青少年代表
赴京参加“中华魂”读书活动夏令营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
记者 张亦筑 摄

（上接1版）

关键词：深贫
深度贫困乡镇，是脱贫攻坚中最难

啃的“硬骨头”，也是我市脱贫攻坚的工
作重点和主要抓手。

两年来，市领导逐一定点包干，担
任指挥长，形成“市领导+市级责任单
位主要负责人+区县党政主要负责人+
深度贫困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的指挥
体系和“驻乡工作队+驻村工作队”的
落实体系。

同时，我市加强统筹整合，让资金与
资源向深度贫困乡镇倾斜，并围绕深度
改善生产生活生态条件、深度调整产业
结构、深度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深度落实各项扶贫惠民政策持续发力，
18个深度贫困乡镇已开工项目1911
个，累计完成投资75.4亿元，贫困发生
率从2015年的18.24%下降到2.13%。

关键词：整改
脱贫攻坚战，必然是一个不断发现

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今年初，在对重庆进行40天的脱

贫攻坚专项巡视后，中央第四巡视组向
重庆市委反馈了相关情况，既充分肯定
我市2017年7月以来脱贫攻坚取得了
明显的阶段性成效，又严肃指出了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了明确的整改要求。

市委高度重视中央巡视反馈意见，
对提出的问题意见照单全收，深入查找
剖析原因，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提出了
56条、175项具体整改任务，明确问题
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定人、定责、
定目标，定时间、定任务、定标准。

截至今年7月10日，175项整改任
务已完成104项，正在稳步推进71项，
完成率为59.4%；28213个对象化项目
化问题点，已整改12803项，完成率为
45.4%。

关键词：党建
抓好党建促脱贫攻坚,是贫困地区

脱贫致富的重要经验。
我市坚持把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

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加强
基层党组织建设，常态化开展软弱涣散
基层党组织整顿，另一方面加强干部队
伍建设，除保持贫困区县党政正职稳
定、选优配强乡镇领导班子外，还从
178个市属单位新选派“第一书记”290
名，回引本土人才2803名，并选好致富
带头人，建立乡土人才数据库和致富带
头人信息台账，着力打造一支“不走的
扶贫工作队”。

在作风攻坚上，扎实开展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严肃整治搞
花拳绣腿、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全面落实基层减负决策，确保扶贫工
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

种种扎实到位的措施，让我市脱贫
攻坚工作整体加强、持续向好。下一
步，我市将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实践
载体，深入检视和精准解决脱贫攻坚中
存在的问题，把主题教育实践转化为脱
贫攻坚实效，确保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
攻坚战。

7月15日16时，一艘挂着“江津区
船舶垃圾公益接收点”横幅、标注着“重
庆环保3号”的船舶污染物接收船在长
江江津段珞璜镇石梁坝码头作业。

几位工人娴熟地拖动着污水接收
管，拧开趸船的污水连接口，按下启动
按钮，只见黑乎乎的船舶生活污水，哗
啦啦地流入了“环保3号”的污水接收
舱。

自6月“上岗”以来，“环保3号”这
艘船舶污染物接收船可以说是一刻也
没有闲着，已接收过往船只卸下的固体
垃圾2.75吨、生活污水96吨。

“环保3号”只是江津在境内长江
水域设立的众多船舶污染物接收点之
一。通过“环保3号”及在全区19家港
口企业推行靠港船舶的固体垃圾和油
污水接收，江津正在力争实现长江水域
靠港船舶污染物“零排放”，促进绿色航
运发展。

船舶污染物危害大
江津设立船舶污染物公益接收点

据悉，船舶污染主要是指船舶在航
行、停泊港口、装卸货物的过程中对周
围水环境和大气环境产生的污染，主要
污染物有含油污水、生活污水、船舶垃
圾三类。船舶生活污水主要是指人的
粪便水，包括从小便池、抽水马桶等排
出的污水和废物；从病房、医务室的面
盆、洗澡盆和这些处所排出孔排出的污
水和废物；以及与上述污水废物相混合
的日常生活用水和其它用水。船舶垃
圾指在船舶正常的营运期间产生的，并
要不断地或定期地予以处理的各种食
品的，日常用品的，工作用品的废弃物
和船舶运行时，产生的各种废物，主要
有食品垃圾、塑料制品垃圾。油类指船
舶装载的货油和船舶在运营中使用的
油品，包括原油、燃料油、润滑油、油泥、
油渣和石油炼制品在内的任何形式的
石油和油性混合物。

船舶污染物的随意排放不仅污染
水质、破坏生态，还会影响江河本身的
调节功能，给河流生态环境、生物资源、

渔业生产等带来严重的危害。
据介绍，为了减少过往船只及趸船

产生的船舶污染物对长江水体造成污
染，江津在前期全区19家港口企业靠
港船舶的固体垃圾和油污水接收的基
础上，于今年6月启用了包括“环保3
号”在内的4个船舶污染物公益接收
点。

船舶有了“免费公厕”
减少船舶污染物偷排乱排

除了“环保3号”外，其余三个船舶
垃圾公益接收点分别位于长江江津段
境内的石门、珞璜、德感水域，有了这些
公益接收点，就相当于有了船舶“免费
公厕”，有效减少了船舶污染物的偷排
乱排。

“过去，船舶的污染物接收场所少，
有的接收点还要向排放污染物的船舶
收取费用，一般一次300元至500元。
因此容易造成船舶将污染物偷排进水

体的情况。”据介绍，现在江津境内长江
水域的过往船舶可将油污水、生活污
水、固体垃圾等船舶污染物免费交付给
船舶污染物公益接收点，由其集中进行
转岸处理。

不仅如此，作为船舶污染物接收船
只，“环保3号”除了固定停靠在二沱德
感港口，为过往的船只提供免费的垃圾
接收服务外，还会每4天“航行”一次，为
全区29艘趸船（企业趸船18艘，公务趸
船11艘）提供固体垃圾、生活污水、油污
水的接收转岸处理。

转岸后的垃圾将去往哪里？据介
绍，生活污水接入市政污水管网，固体
垃圾交到垃圾处理站，油污交给具备处
理资质的公司进行规范处理。

“13419船舶污染物接收行动”
助力船舶污染物“零排放”

不管是“环保3号”，还是船舶“公
厕”，这都只是江津区“13419船舶污染

物接收行动”计划中的一部分。
江津还在白沙、几江、珞璜水域设

置3处船舶污染物接收口，用于“环保
3号”接收的船舶污染物转岸处理。
同时，在全区19家港口企业推行靠港
船舶的固体垃圾和油污水接收，通过
系列措施有效助力了船舶污染物“零
排放”，促进绿色航运发展。

由此，1艘接收船，3处接收口，4
个公益接收点，19家港口企业在码头
区域进行靠港船舶的固体垃圾和油污
水接收，组成了江津船舶污染物接收

“13419”计划。
如今，江津河道保洁的这些措施

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江津区船舶
污染物公益接收点运行一个月以来，
共接收生活污水158.1吨，生活垃圾
2.9吨，免费服务船舶近百艘次。19
个码头（不包括 4 个船舶污染物公益
接受点）今年以来接收船舶固体垃
圾3.6吨。

江津投用移动式船舶污染物公益接收点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胡梦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 实习
生 胡梦）7月19日、20日，中央第四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继续向我市移交
群众投诉举报件，这些投诉件均已及
时转交相关区县和有关市级部门调查
处理。

其中：7月19日移交120件（噪声
43件，大气11件，水8件，土壤6件，
生态5件，辐射2件，综合36件，其他
9件）；7月20日移交133件（噪声55
件，大气14件，水9件，土壤6件，生态
4件，综合污染35件，其他10件）。

根据安排，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 1 个月
（2019年7月12日－8月12日）。进驻
期 间 设 立 专 门 值 班 电 话 ：023—
63038191，专门邮政信箱：重庆市
A023号邮政专用信箱。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
天8：00～20：00，主要受理重庆市生
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继续向我市移交
群众投诉举报件

7月15日，一艘船舶污染物接收船在长江江津段珞璜镇石梁坝码头作业。
首席记者 谢智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