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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波）8月8日上午
10时，我市2019年事故灾害综合应急演
练在万州区举行。这是全市新的应急管
理体系建立之后的第一次市级综合演练。

演练背景设为我市万州区长江水
域因持续区域性强降雨，导致山洪爆
发，引发地质灾害和水上船舶运输事
故，各路应急抢险救援力量火速开展相
关演练。演练包括防汛抗洪、地灾救

援、水域营救和深水打捞等4个科目，
旨在进一步强化应急抢险救援能力。

“灾害”发生后，市、区县政府及有
关部门立即响应，调集各方救援力量
500余人出动各类船艇20余艘、直升
机2架、无人机6架、各类应急救援车
辆和机械50余台（套）等开展救援。

当防汛抗洪环节演练开始后，预警
发布、研判会商、磨刀溪流域水库联调、

泄洪设施抢修、孤岛被困群众转移、堰
塞湖抢险等流程等紧张有序进行。

与此同时，地灾救援中的损毁道路
抢修、垮塌被埋房屋内人员搜救、遇险
车辆破拆救人、灾民安置救助等也在同
步进行。

据悉，此次演练将加快提升我市暴
雨洪灾、地质灾害、水上危险化学品事
故应对能力和三峡库区深水搜救能力，

进一步优化完善地方政府、部门和相关
单位之间协作联动机制，最大限度避免
和减少长江流域突发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的危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
产安全。

国家应急管理部、四川省应急管理
厅及我市安委会和市减灾委各成员单
位相关负责人，各区县政府分管领导及
应急局负责人观摩了本次演练。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8月8日,
市科技局系统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榜样面对面·优秀共产
党员”先进事迹宣讲会。全国卫生系
统先进工作者、市药物种植研究所二
级研究员刘正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眼科主任杨培增,全国先进科技工作
者、市科技局高新技术处处长许志鹏,
为市科技局系统干部职工代表作先进
事迹分享。

宣讲会上,刘正宇分享了自己44年
来奔波在崇山峻岭,做药用植物研究
的历程,真诚地感谢党和人民对他的
培养和帮助。杨培增从“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角度出发,生动地阐释了他
和团队专注眼科专业,建立眼科品牌
的工作经历。许志鹏讲述了自己和同

事们抢抓机遇、拓展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空间,为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下好“先
手棋”的经历,表达了愿做冲锋尖兵的
工作决心。

聆听3位宣讲人的事迹后,与会干
部职工代表纷纷表示将以他们为榜样,
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不断提高党
性修养,积极提升业务水平,争当服务
群众的表率,努力在科技创新工作中展
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市科技局系统将以锐意进取、开拓
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
自觉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各项工作做
深做实。围绕主题教育专题调研发现
的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等,深刻
剖析反思原因,明确努力方向和改进措
施,尽快抓好整改落实。

市科技局举办
“榜样面对面·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宣讲会

本报讯 （记者 吴刚）记者从市
市场监管局获悉，近日下发的《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对2018年落实有关重大政
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
查激励的通报》显示，包括重庆市渝中
区在内的19个地区，被评价为“深化商
事制度改革成效显著、落实事中事后监
管等相关政策措施社会反映好的地方”。

“根本没想到现在办营业执照会这
么快，在行政服务大厅竟然还可以开银
行账户，在这个窗口花个把小时就把所
有的事情都办完了，对企业来说简直太
便捷了。”正在办理银行开户和税务业
务的重庆燕安居保健食品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黄小玲说。

原来，在渝中区设置的企业开办综
合受理窗口，同时受理企业名称预核准、
设立登记及发放营业执照、公章刻制备
案、信息确认和税种核定、申领发票和银
行开户，实现企业开办一站式服务。

在这里，企业开办全流程以系统对

接、数据共享等形式实现“一次采集、多
方复用”，不再重复提交资料。黄小玲
只提供1套材料，由综合窗口受理人员
在办理营业执照时一次性收齐，即一次
性完成了办理企业开办营业执照、印章
刻制及备案、税务发票申领、银行预开
户四个事项。

“重庆，真好！”湖北来渝投资者、重
庆鹏泰钢结构有限公司股东蔡静在感
谢信中这样说。据悉，由于办事效率
高，自开办以来，渝中区企业开办综合
受理窗口广受好评，先后收到10封感
谢信和15面锦旗。

另据了解，像渝中区一样获得表彰
的城市，将被优先选择为企业登记注册
便利化改革、企业年报制度改革、社会
共治、企业信用风险监管、大数据监管
等商事制度改革、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
试点地区；优先授予外商投资企业登记
注册权限；在国家广告产业园区评定中
优先给予支持。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成效显著

渝 中 区 受 到 国 务 院 督 查 激 励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习
生 周鑫怡）8月8日，重庆大学发布消
息，重庆大学原校长、土木工程学院教
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绪红当选为日本
工程院外籍院士。

据了解，日本工程院成立于1987
年，由大学、产业界以及国家机关中
在工程及科学技术相关领域作出卓
越贡献、并具有重要领导和指导地位
的人士组成。周绪红教授是没有在
日本长期工作经历而入选日本工程
院外籍院士的极少数国际著名专家
之一。

周绪红教授长期从事土木工程专
业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钢结构和钢-

混凝土混合结构等新型结构的体系研
发、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方面作出了突
出贡献。周绪红教授率领团队研究的
成果编制成国家、行业标准或被其采
纳，在高层钢-混凝土混合结构、大跨
度房屋钢结构、长大桥梁结构和新型风
电结构等工程中广泛应用，取得了显著
的技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促进我
国钢结构和钢-混凝土混合结构技术
的发展、推动我国土木工程行业的科技
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绪红教授2011年当选中国工程
院院士，2014年获中国钢结构三十年
领军人物称号，2016年当选英国皇家
结构工程师学会会士。

重大教授周绪红当选日本工程院外籍院士

8月8日，万州区长江三洲溪水域，重庆市2019年事故灾害综合应急演练现场，救援队伍对堰塞湖阻挡面进行松
动爆破。

救援队用直升机救起落水人员。

救援人员用冲锋舟解救受灾群众。
（本组图片由首席记者谢智强摄）

礼堂前方，悬挂着“庆祝重庆医学
院成立暨首届开学典礼大会”的横幅；
台下，是434名重庆医学院（现名重庆
医科大学）的首届学生。

这是1956年10月27日，重庆医
科大学举办首届开学典礼，从此，一所
新型医学院在大西南诞生。为了创办
这所学校，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
学上海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的
400多名人员“西迁”重庆，谱写了一段
荡气回肠的历史。

8月5日，重庆医科大学党委宣传
部部长杨现洲向“我和我的大学”重庆
大学生纪实影像展组委会展示了当年
那些珍贵的照片。

早年会议纪要记录办校思路

建于1927年的上医，是中国当时
唯一的国立医学院。抗战爆发后，上医
曾先后内迁至昆明白龙潭、重庆歌乐山
办学，1946年迁回上海。

1955年初，为支援大西南建设，遵
照中央政治局关于沿海工厂学校内迁
的指示，上医拟迁重庆。

“4月26日，重庆市人民委员召开
会议，专门研究重医建院问题。”杨现洲
翻出当年的会议记录等老照片介绍，当
时的《研究重庆医学院建校问题的会议
记录》记载如下：“中央决定上海第一医
学院搬来重庆，在重庆建立重庆医学
院。医学院的规模将容纳四千二百名
学生。”“须设置二千一百张病床，除重
庆原有病床一千多供学生实习，需要再
建一千张病床的医院，还有工农速成中

学、护士学校、劳动保健研究所等附属
机构。”“学院位置确定在大坪和杨家坪
之间的袁家岗。”……

用“母鸡下蛋”的分迁
方案在重庆建院

考虑到上医全部迁往重庆将失去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展环境，也将失去
中山医院、华山医院等附属医院的重要
支撑，在广泛听取意见后，上医党委提
出了“母鸡下蛋”的办法：即上医留在上

海继续发展，同时担负起筹建重庆医学
院的任务，这样“分迁”的方案更为合
理。

1955年10月，中央任命上医党委
书记兼院长陈同生兼任重庆医学院首
任院长。同年11月5日，中央同意“抽
调上海第一医学院部分力量在重庆建
院”的方案。

“重医的筹建得到上医在人力、物
力等方面的全力支持。”杨现洲说，在重
医基建工作进行的同时，上医成立了重

医师资配备委员会，研究师资配备的原
则、方案和思想动员等问题，“1956年
初，上医即公布第一批派往重医的人员
名单，共计99人。”

资料显示，1955年4月至1960年
7月，上医向重医派遣人员的工作历时
6年，共调派教师、医师、教辅医技和护
理等各类人才400多名，其中有30多
位著名专家教授，还有一大批在学界崭
露头角的青年才俊。

他们不仅是重医的创校
功臣，也是西部医学事业的
开拓者

“这其中离不开这位重要人物——
钱惪。”杨现洲指着一张上医教师前往
重庆时的合影照片说，当时卫生部提出
上医选派一名院领导到重医担任副院
长，陈同生就想到了上医副院长、著名
传染病学家钱惪。时年52岁的钱惪毫
不含糊，一口答应。

正是在钱惪的影响、动员下，上医
一大批教师前往重庆。复旦大学2007
年出版的《回首老上医》中，记载了当时
钱惪动员李宗明、毕婵琴、陈曼丽等人
支援重庆的场景。李宗明曾回忆，钱惪
找到他问：“你去不去重庆？”李宗明想
也没有想就回答：“你要我去我就去。”
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时任上医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外
科学专家左景鉴教授，受命筹建重庆医
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上
医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石美森副教授
调任重庆医学院儿科系主任……“正因
为他们，重医附一院和附属儿童医院等
陆续建立起来，他们不仅是重医的创校
功臣，也是西部医学教育和医疗卫生事
业的开拓者。”杨现洲感慨地说。

1985年，重庆医学院更名为重庆
医科大学。

“我和我的大学”重庆大学生纪实
影像展由市教委指导，重庆日报、重庆
市摄影家协会、重庆市新闻摄影学会、
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重庆交通大
学、长江师范学院等单位主办。投稿信
箱为 cqcsdpe@vip.163.com，欢迎广
大师生积极参与投稿，讲述照片背后的
故事。

重医首届开学典礼照片背后——

400多名上医人的西迁故事
本报记者 李星婷

本报讯 （记者 李珩）8月8日是
立秋，立秋后，重庆天气如何？会不会
有“秋老虎”？据市气候中心专家分析，
今年重庆出现“秋老虎”的可能性不是
很大，但高温可能还是会“虽迟但到”。

很多人都认为“今年重庆的夏天很
温柔”，甚至戏谑说“欢迎大家来重庆避
暑。”事实也是如此。首先，今年重庆入
夏时间偏晚。一般来讲，连续5天平均
气温超过22℃就算入夏，今年，重庆入
夏时间是5月30日，较常年的入夏时
间5月6日晚了24天。

再来看看气温，7月1日至30日，
全市平均气温为26.5℃，较常年同期和
去年同期分别偏低0.9℃和2.8℃，排名
为1951年以来同期第八低。

“2.8℃，就体感来说，差别挺大
的。”气象专家说，而且今年的高温日数
也较少，6月1日—8月4日重庆高温日
数为12天，但去年同时期的高温天数
达32天。相比之下，今年的重庆确实

要凉爽一些。
虽然已经立秋，但专家表示，目前

重庆仍处于三伏天内，预计8月中下旬
气温会回升，阶段性出现高于35℃的
天气，并有可能比今年夏季前期偏热。

未来三天具体天气预报如下：8日
夜间到9日白天，西部和东北部偏北地
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
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
分散阵雨或雷雨。大部分地区气温
23～36℃，城口及东南部 22～33℃。
主城：阵雨转多云，气温26～33℃。

9日夜间到10日白天，各地多云
到晴，中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大部分地区气温23～38℃，城口及东
南部23～33℃。主城：多云转晴，气温
26～36℃。

10日夜间到11日白天，各地晴间多
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大部分地区气
温23～39℃，城口及东南部22～35℃。
主城：晴间多云，气温27～37℃。

今年重庆出现“秋老虎”可能性不大
8月中下旬或有阶段性高温

本报讯 （记者 李珩）炎炎夏日，
去哪里避暑？8月7日，由中国天气网
主办的首个中国（重庆）气候旅游目的
地名单出炉，綦江区横山镇、开州区满
月镇入选清凉避暑类旅游目的地，石柱
县、北碚区东阳街道西山坪等11个地
区入选气候养生类旅游目的地。

据了解，此次评选标准包括气候条
件、生态环境、旅游资源、自然灾害防御
体系等多个方面，尤其突出了气象元
素，比如气象旅游资源多样性指数、生
态气候避暑资源的丰富度等。

“也就是说，市民在避暑的同时还
能赏云海、松涛、朝霞等天气景观资源，
体验避暑纳凉的养生之旅。”市气象局
有关负责人说，同时，这些地区要有好
的服务和体验，评选标准对旅游安全、

交通、餐饮、住宿、体验设施与服务都提
出了详细的考核要求。

经过评选，綦江区横山镇、开州区
满月镇入选清凉避暑类旅游目的地，石
柱县、北碚区东阳街道西山坪、綦江区
横山镇、重庆长寿湖、江津区四面山、开
州区大进镇、彭水县摩围山景区、酉阳
县桃花源、酉阳县龚滩镇、酉阳县花田
乡、巫山县摩天岭森林小镇入选气候养
生类旅游目的地。

以彭水县摩围山为例，其环境清
幽，森林茂密,主要景区森林覆盖率达
91%，负氧离子资源丰富，有丰富的云
海、日出、雾凇等气象景观资源；而酉阳
县花田乡山岭连绵，立体气候明显，舒
适期较长，长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60
天左右。

綦江横山镇等地区入选
重庆首个气候旅游目的地名单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 实习
生 袁凯）8月6日，“与共和国同行”全
国职工主题阅读活动重庆首场示范性
活动在重庆市江津区珞璜工业园管委
会举行。重庆“产业工人‘工匠精神’阅
读工作室”成立，该阅读工作室将围绕
产业工人的成长需求提供“订单式”服
务，定期开展亲子阅读、好书分享、技能
提升读书会等主题阅读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全国工会“职
工书屋”建设领导小组、中华全国总工
会宣传教育部、中国工人出版社、市总
工会牵头，重庆市交通建设工会与中建
二局主办。在首场活动现场，一线产业
工人代表分享了读书心得，并带来自编
自导的普法剧、诗朗诵、音诗画表演等

节目。
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成

立的重庆“产业工人‘工匠精神’阅读工
作室”，将通过派发“订单”的形式，定期
收集产业工人的阅读需求，再根据收集
上来的“订单”购买相应书籍，举行主题
阅读活动，服务产业工人的精神需求。

据悉，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
领导小组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策划、
主导开展70场“与共和国同行”示范
性主题阅读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等多种方式，带动各级工会职工书
屋广泛开展诵读、征文、演讲、讲座、沙
龙、文化创作、知识竞赛等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阅读学习活动，活动将持
续至9月。

全国职工主题阅读重庆首场活动举行

防汛抗洪、地灾救援、水域营救、深水打捞

我市举行2019年事故灾害综合应急演练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8月8
日，市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重庆市
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第二批录
取工作顺利结束，全国678所院校共
在渝录取新生57235人。其中市内高
校录取新生数量占该批次录取总人数
的70.53%。

在本科第二批次，全国共678所院
校在重庆市招生，原始计划56697名，
实际录取新生57235人，其中文科录取
20521人，理科录取36714人。

在二本批次，重庆市内院校录取
量较大，市内21所高校共安排计划
40057名，实际录取新生40364人（文

科15241人，理科25123人），占该批次
录取总人数的70.53%。其中，文科录
取最低分排前3位的市内高校（不含
合作办学）为：四川外国语大学541
分、重庆工商大学538分、重庆医科大
学535分；理科录取最低分排前3位的
市内高校（不含合作办学）为：重庆邮
电大学526分、重庆医科大学520分、
重庆理工大学518分。

在二本批次，部分学校的录取分
超一本线。市教育考试院的统计数据
显示，文科、理科录取最低分高于一本
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高校共有41
所（文科院校13所，理科院校28所）。

重庆市本科第二批次录取工作结束
共录取新生57235人

1956年10月27日，庆祝重庆医学院成立暨首届开学典礼大会。
（重庆医科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