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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8 月 1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文化旅游委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向祖国献
礼——重庆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优秀原创剧目展演活动”将于9月至
11月上演，全市遴选出10台优秀原创
剧目相继亮相，涵盖川剧、京剧、话剧、
歌剧、舞剧、杂技、民族管弦乐等多种艺
术形式，最低惠民票价仅需20元。

本次展演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
化旅游委主办，共遴选出了我市10台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讴歌
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的
优秀作品。

这些作品包括，入选“中国民族歌
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剧目的歌剧
《尘埃落定》，获得第十届中国舞蹈“荷
花奖”舞剧奖、选段《丽人行》创造抖音

平台10亿播放量的舞剧《杜甫》，以红
岩英烈张露萍真实事迹创作的大型现
代京剧《张露萍》，巧妙融入“狱中八
条”、借用版画效果完成创新舞台设计、
把共产党人的初心表现得淋漓尽致的

川剧《江姐》等。
展演为吸引更多市民走进剧场，欣

赏我市文化艺术的优秀成果，还推出了
惠民低价票，在高校（高校演出不售票）
以外剧场开展的演出，每场安排40%

的低价票座位（票价为 20/30/50 元），
广大市民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喜好选
择相应剧目，并通过“重庆演出信息”线
上平台（网站www.cqpw.cn、App、微信
商城）下单购买惠民票。

10台节目 重庆举行优秀原创剧目展演
最低惠民票仅需20元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
报记者8月12日从市住房城乡建委了
解到，市住房城乡建委日前下发通知，
要求各区县住房城乡建委和相关单位
严格实行“抓两头、歇中间”的避高温措
施，适当调整作业、休息时间，合理安排

工序和工程量，严禁延长高温作业时间
和违规加班加点。

通知要求，除抢险排危作业外，当
日气温超过37℃以上、40℃以下（不含
40℃），严禁施工单位11点至16点进行
室外作业；当日最高气温超过40℃时，

施工单位经采取降温措施不能使施工场
所温度低于37℃时，应当停止施工作业。

与此同时，高温作业场所要采取有
效的通风、隔热、降温措施，对不宜从事
日晒、高温作业的人员要及时调换岗
位。此外，相关部门和单位应切实加强

对食堂、食品和饮用水的卫生管理，避
免引发中毒事件；同时还要为施工人员
提供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凉
茶和常用防暑降温药品。

通知还要求，各区县住房城乡建
委、市安管总站和有关单位要结合日常
监督检查和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
动，开展好高温汛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
整治大执法，对重点工程、重点部位和
关键环节开展监督执法检查，重点检查
项目重大安全隐患以及防暑降温、避开
高温施工的落实情况。

市住房城乡建委下发通知要求

气温超过37℃ 11点至16点严禁室外作业

本报讯 （记者 吴刚）8 月 12
日，智能物联网领域的独角兽企业、总
部位于重庆的特斯联科技公司（以下
简称特斯联），宣布完成C1轮融资。本
轮融资金额为20亿元人民币，由光大
控股领投，京东、科大讯飞、万达投资
等跟投。

据了解，特斯联是“中国科创企业

百强榜”中重庆唯一一家人工智能企
业，2015年在渝成立以来，年均营收增
幅在200%以上，其6次入选Gartner
报告，成为亚洲最佳物联网公司之一，
截至目前获得专利523项，位居同行业
领先位置。

作为首家提出AIoT（智能物联
网）技术架构理念的企业，特斯联在北

京、上海、重庆、武汉、深圳等地设立研
发中心，在全国30个省份的70座城市
实现落地服务智能项目逾8400个，覆
盖物业面积近7亿平方米，覆盖人口超
过千万人。

目前，特斯联在重庆14个区落地
项目，并协助制定重庆地方智慧社区建
设与技术标准规范。其中，上个月签约

的重庆科技新城项目，已经进入实施阶
段。该项目将打造光大新科技总部，人
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企业
和相关应用产业创新集群，建设创新公
共服务平台，以及重庆国家级智能物联
网产业创新中心。

事实上，在获得本轮融资之前，
2017年7月，特斯联A轮融资获5亿
元。2018年10月，特斯联完成B1轮
12亿元融资。两次均刷新智能物联
网领域单轮融资记录。分析人士认
为，这也表明资本市场对重庆以大数
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信心。

资本市场看好重庆数字经济

特斯联获20亿元C1轮融资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8月12
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公布
了7月主城“扬尘整治”巡查情况。上月，
福建宏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岸区滨江
路“金辉城一期B1区项目”等10余个
工地因为扬尘控制不力受到通报批评。

按照相关规定，被通报的施工企业
应在公告之日起5日内进行整改，整改
不到位的企业可能被纳入“施工企业不
良信息”黑名单。这些被拉“黑”的企
业，不仅招投标活动会受到制约，自公
布之日起，1年内不予发放、新增贷款。

7月主城“扬尘整治”巡查通报公布
10余个工地扬尘控制不力被通报批评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8月1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体育局获悉，第
九届中俄青少年运动会将于2021年在
重庆举行。

据了解，作为一项中俄人文交流机
制框架内的亮点活动，中俄青少年运动
会创办于2006年，由中俄两国轮流举
办。上一届中俄青少年运动会于2019
年6月15日至22日在俄罗斯萨马拉举

办，中国共派出了213人的代表团，参
加了全部8个项目的比赛。

重庆市体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第九届中俄青少年运动会落户重庆，
不仅可以促进两国体育交流与合作，
增进两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间的了解
和友谊，还可让两国青少年通过比赛，
相互学习，提高两国青少年体育的整
体水平。

重庆成功申办第九届中俄青少年运动会

主城10余个工地控尘不力被批评

行政区

渝中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北碚区

渝北区

巴南区

两江新区

行政相对人名称

重庆巨池建筑工程公司

重庆创设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创设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四川昌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福建宏盛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红岩路桥工程有限公
司

重庆渝康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重庆叁幺零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力巨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重庆祥瑞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

检查地点

“解放碑地下环道综合管理用房项目”工
地

“融科腾王阁8号（H15-13-1）地块三期
项目”工地

海尔路“阳明山水1#楼及车库工程”工地

井口“双碑组团C10-1-1/05、C10-1-
2/04地块”工地

九龙园区B3区“（银谷路K0+000-K0+
820段）项目”工地

南岸区滨江路“金辉城一期B1区项目”
工地

水土“重庆轨道交通六号线支线二期三
标段项目”工地

“金融街水土复兴项目”工地

“冉家坝600米景观大道工程”工地

“渝D51250”在巴南区汇光路运输建筑
垃圾冒装撒漏

巴南区滨江路“爱普·江城铭著一标项
目”工地

礼嘉“瀚置招商礼嘉A23-7项目”工地

向祖国献礼——重庆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原创剧目展演参演剧目排期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演出时间

9月5、6日

9月8日

9月5—10日（校园场）

9月15—20日（校园场）

9月25日（校园场）

9月27日（校园场）

10月15、16日

10月24、25日

10月26、27日

10月30、31日

11月29、30日

演出地点

施光南大剧院

重庆大剧院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泰艺术中心

重庆抗建堂剧场

重庆国际马戏城

国泰艺术中心

国泰艺术中心云瑚音乐厅

演出剧目

歌剧《尘埃落定》

舞剧《杜甫》

京剧《张露萍》

京剧《天路彩虹》

川剧《江姐》

话剧《红岩魂》

话剧《幸存者》

杂技剧《大禹》

芭蕾舞剧《追寻香格里拉》

大型情景国乐音乐会《思君不见下
渝州》

演出单位

重庆市歌剧院

重庆歌舞团

重庆市京剧团

重庆市京剧团

重庆市川剧院

重庆市话剧院

重庆市话剧院

重庆杂技艺术团

重庆芭蕾舞团

重庆民族乐团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8月12
日，第六届重庆市测绘地理信息行业职
业技能竞赛在九龙坡区正式开赛。来自
全市18个区县及19个测绘资质单位的
40支代表队参加不动产测绘竞赛，将在
接下来5天内分别通过理论知识考试和
技能操作考核，决出个人和团体奖项。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比赛旨在提升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服
务自然资源管理的能力水平，推动自然
资源领域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因此，
竞赛较量的全是“真功夫”。例如，在技

能操作考核中，参赛者要在队友配合下
90分钟内对户外规定建筑物进行布
点、测量，之后还要进行地籍图、宗地图
编辑、面积量算等操作，最终完成不动
产信息图。

据了解，重庆在全国测绘地理信息
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成绩突出，先后获
得工程测量团体一等奖2次，二等奖2
次，地籍测绘团体三等奖1次，地图制
图三等奖3次。此次竞赛的优胜者，将
代表重庆参加11月举行的全国测绘地
理信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六届重庆市测绘地理信息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开赛

8 月 12 日，江北
区大剧院江边，市民
吹着江风乘凉。当
日，重庆市最高气温
超过 36℃，不少市民
选择夜晚到江边纳
凉。

首席记者 谢智
强 摄

8 月 12 日晚 8 时，重庆巴滨路水世界，市民在水中纳
凉。当日,重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水世界人气爆棚。

特约摄影 钟志兵

8月12日，曾家岩人防纳凉点，市民在书架旁
阅读。当日，重庆市最高气温超过36℃，不少市
民选择就近纳凉点休息。首席记者 谢智强 摄

江风习习

欢乐水世界 纳凉点避暑

本报讯 （记者 李珩）8月9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2019年重庆市结核病
防治工作会上获悉，去年，全市发现并
治疗结核病患者1.9万余人，治疗成功
率保持在90%左右。值得一提的是，
我市所有区县已配齐结核病分子生物
学快检设备，提前两年实现了分子生物
学检测全覆盖。

据了解，肺结核目前仍是严重影响
我国人民健康的重大传染病，其在我国
法定报告甲乙类传染病中发病和死亡
数排在第2位，仅次于病毒性肝炎。

“近年来，重庆结核疫情有所下
降。”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刘克佳说，今

年上半年较去年同期下降7.66%。与
此同时，我市建立了新型结核病防治服
务模式，并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学校结核
病疫情监测与处置，有效地降低了学校
疫情传播的风险。

据市结防所所长胡代玉介绍，我
市各级医疗机构将强化医务人员对肺
结核可疑症状者的认知和识别意识，
落实首诊医生负责制，最大限度地
发现患者。同时，全市将推行规范诊
治和全程管理，充分利用“互联网+”
技术，开展远程结核病医疗、健康咨询
等，为结核病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
务。

重庆实现结核病分子生物学检测全覆盖
结核疫情有所下降

本报讯 （记者 杨艺）近日，农业
农村部信息中心与字节跳动扶贫联合
举办的“110”网络扶贫创新活动首站
落地巫山县。8月12日，重庆日报记
者获悉，此次活动通过产业梳理、人才
培训、农产品推广等，帮助巫山县售出
脆李超11.5万公斤，并带动了416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增收128万元。

脆李是巫山的支柱型扶贫产业，也
是当地不少贫困果农的主要收入来
源。独特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让巫山
脆李口感甜脆多汁，并富含多种氨基
酸、维生素。基于产品特点，字节跳动
扶贫为其定制了品牌推广方案，并在今
日头条、抖音、西瓜等平台发起“”#巫
山脆李，就是这么脆#”话题，发动平台
上的内容创作者和用户参与巫山脆李
品牌传播，截至目前活动话题量已超

8000万。
平台上，创作者们不仅展示了巫山

脆李的自然生长状态，还为用户普及了
脆李的不同吃法，如调酒、做果酱等。
为更直观地展示巫山脆李，字节跳动扶
贫还联合火山小视频，组织6位主播在
当地果园以直播方式，带领网友走进原
产地，感受新摘脆李的品质和当地的自
然环境。

作为“110”网络扶贫创新活动落
地首站，字节跳动扶贫还为重庆巫山县
以及湖北省、安徽省的10个国家级贫
困县近788名学员开展专项培训，帮助
他们掌握新媒体创作和运营能力。

据悉，除巫山外，“110”网络扶贫活
动还将在四川盐源、云南泸水等10个核
心示范县展开扶贫工作，并辐射带动周
围100个贫困县域观摩学习和实践。

“110”网络扶贫创新活动首站落地重庆
带动巫山脆李销售超11.5万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