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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张亦
筑）8月16日上午，由中国科协和重庆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9届中国青
少年机器人竞赛暨2019世界青少年机
器人邀请赛在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落幕。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
和教练员代表，以及评审专家、裁判员、
媒体、志愿者、国内外观摩人员约3000
人参加闭幕式。

重庆日报记者从竞赛组委会获悉，
本届竞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521支参
赛队、1435名学生参加第19届中国青
少年机器人竞赛的现场竞技。来自亚
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等地
31个国家和地区共113支队伍、319名
学生参加了2019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
请赛。

经过激烈角逐，第19届中国青少
年机器人竞赛5项比赛共产生一等奖
93项、二等奖167项、三等奖261项。
来自北京、天津、安徽、福建、四川、甘
肃、宁夏等省市的参赛队脱颖而出，分
别获得本届竞赛机器人综合技能、FLL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VEX机器人工程
挑战赛和教育机器人工程挑战赛的小
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冠军。

2019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3
项比赛共产生冠军队21支，亚军队35
支，季军队57支。来自中国、印度、俄
罗斯、墨西哥、阿联酋等国的学生分别
获得WRO常规赛、VEX IQ挑战赛
和MakeX机器人挑战赛各组别的冠
军。

在第19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的5项比赛中，作为东道主的重庆代表
队共斩获6个一等奖、14个二等奖和
11个三等奖，其中包括1个亚军和3个
季军。

来自天星桥中学的邓业轩、段春
洋、邹林和尹羲衡4名高中生组成的

“重庆天中最强战队”，在FLL机器人
工程挑战赛中获得高中组亚军。

队长邓业轩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他
们的队伍组建还不到半年，但队友之间
默契的配合是他们获胜的关键因素。

来自松树桥中学的陈飞宏和吴渝
松则在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中荣获初
中组季军。

“我们的机器人要现场完成8个任
务，包括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张骞出
使以及神秘任务等等，根据完成每个任
务的得分算出总成绩。”陈飞宏说，在

“神农尝百草”这项任务中，任务区堆放
有6个代表“百草”的立方体，其中两个
为红色，四个为黄色，机器人要尽可能
多地将黄色立方体装在自己身上，才能
赢得高分，如果装入红色立方体则会扣
分。

与其他参赛队伍采用颜色传感器
来辨别红黄两色立方体不同，他们对机
器人的结构进行了巧妙改进，虽然没有
颜色传感器，但是完成任务的速度比其
他参赛队快了一倍。

闭幕式现场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
第20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将于
2020年在河北省廊坊市举办。

第19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暨2019世界
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落幕

重庆代表队斩获6个一等奖

肿瘤可怕吗？肿瘤病人不能吃得
太营养？8月16日-19日，由中国抗
癌协会主办的2019中国肿瘤学大会
在渝召开，这是国内肿瘤学界规模最
大、规格最高、覆盖学科最广的学术盛
会，今年是第11届，也是首次走进西
部城市。

除学术交流外，大会在16日举行
了科普大会专场，由3位中国工程院院
士樊代明、于金明、郝希山与患者面对
面，分享他们对肿瘤防治的看法。

肿瘤既可怕又不可怕

“肿瘤可怕吗？很可怕。我国每5
个死亡病人中，有一人死于肿瘤。一个
肿瘤病人的治疗费用相当于普通疾病

治疗费用的5倍以上。”樊代明说，恶性
肿瘤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
大公共卫生问题。

但实际上，肿瘤又没那么可怕。郝
希山说，1/3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通
过早期发现，1/3的癌症是可以治疗
的；剩下的1/3则可以通过积极的综合
治疗，达到缓解症状、延长生命的目的。

肿瘤防治赢在整合

樊代明认为，恶性肿瘤之所以难
治，就在于它具有异质性。“比如说，不
同器官的肿瘤不一样，同一种肿瘤在不
同人身上不一样，同一肿瘤在不同细胞
群体上不一样，同一个细胞群体在不同
时间表现也不一样。不同肿瘤、不同阶
段、不同人、不同器官，有很大的差别。”

目前，治疗肿瘤有手术、化疗、放

疗、免疫治疗、中医等，这些手段就像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

“事实上，肿瘤药物只对25%的患
者有效，其他药物的作用主要是提高身
体免疫力，让身体能对抗肿瘤。”樊代明
说。

樊代明提出“把各种方法有机整
合起来”，这就是整合医学。樊代明解
释说：“一种方法只能解决某一种肿
瘤、某个群体、某一类细胞、某一时刻
的问题，把多种方法整合起来而不是
简单地累加，有所取舍，找到针对个体
化的有益的治疗方案，才有好的效
果。”

“有人认为肿瘤病人不能吃得太好
了，应该把肿瘤细胞饿死。”樊代明不同
意这种观点，他说营养对肿瘤病人很重
要，这也需要整合医学。

抗癌心态很重要

“我已经患癌36年了。”作为一名
普通市民，王荣坐在了院士的旁边，他
说，“1983年，我患上股骨恶性肿瘤，左
腿因此被高位截肢，至今仍活得好好
的。我最大的体会是，患了癌症，精神
不能垮，要配合医生治疗，且在病情稳
定后选择一项体育活动，让自己回归正
常的生活。”

“人活一口气，所以精神头一定要打
起来。”樊代明鼓励现场众多肿瘤患者
说，“肿瘤患者不要用别人的失败来折
磨自己，因为你不是他；要用别人的成功
经验来鼓励自己，因为你也可以是他。”

于金明也强调说，肿瘤患者一定要
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加上规范的治
疗，才可能战胜肿瘤。

1/3 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
中国肿瘤学大会昨日举行科普大会，院士与患者面对面分享肿瘤防治

本报记者 李珩 黄琪奥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6 日电 （记
者 王思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16日
在北京揭晓。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
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

的《主角》、李洱的《应物兄》5部长篇小
说获得该项殊荣。

据悉，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
将于10月中旬在北京举行。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

关 注 中 国 肿 瘤 学 大 会

8月16日，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辛
世杰接受重庆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该局成立以来，从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加快建设生态环保基础设施、加
强生态保护和修复、依法规范环境监
管和执法等方面下功夫，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确保重庆天蓝、地
绿、水清、空气更清新。

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

市生态环境局成立后，采取了多
项措施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发展。

一是持续深化生态环境系统“放
管服”改革工作，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按照“减负担、缩时限、降成本”
的要求，将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审
批时限分别由法定的60日、30日压
缩为20个工作日、10个工作日（法定
公示期均除外）。

二是贯彻落实全市民营经济发
展大会精神，印发《全市环保系统优
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十条
措施》，建立“四张清单”、推行“全渝
通办”等10项制度，对全市生态环境
系统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作
出安排。

三是探索开展“园区带项目”管理
模式，加强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
动。产业园区已开展环境要素质量现

状统一监测、统一评价的，入驻企业开
展建设项目环评时，原则上可直接引
用已有的环境现状监测数据。

四是初步建立“三线一单”（生态
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
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环境分区管
控体系。

五是依法实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并联审批制度，持续抓好清
理环评审批前置，凡是没有法律法规
规定的事项一律不作为环评审批的前
置，优化审查时序。

六是贯彻落实国家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精神和重庆市工程建设
项目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办法相关要
求，实施环评审批告知承诺制改革试
点，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工业类、城市基
础设施类等19类项目实施“告知承
诺”制审批。

七是坚持“分类精准下放”“放管
服结合”，提高审批效率，修订我市建
设项目环评文件分级审批规定。做到
宜放则放，有收有放，将风电、印刷线
路板等类别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审批权限下放至区县，将炼钢和全
部有色冶炼等类别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审批权限上收。

八是提升审批服务水平。推进服
务方式创新转变，变“坐等”审批为主
动服务，超常规不超程序，提效率不降
标准。环评文件审批一律实施“网上
办”“一次办”，发挥大数据和“互联

网+”优势，做到“三最一及时”，最简
化办理、最快捷办理、最人性化办理，
对审批申报资料不全、要件不齐等不
符合要求的及时帮助指导企业补正。
建立建设项目涉生态环境问题咨询机
制，提前指导，为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
航。

12369环保举报热线
已累计受理环保投诉62万件

群众的意见是推动环境保护工作
开展的重要因素。重庆市12369环保
举报热线作为市委、市政府“民心工
程”于2002年正式开通，至今累计受
理群众环保投诉62万件。

“为确保群众环保投诉‘事事有答
复，件件有回音’，我们始终坚持全市
集中受理、全年365天24小时人工值
守，实行投诉受理、交办、跟踪、督办、
回复、回访、结案全流程标准化。”市环
境行政执法总队龚宇介绍，2018年，
全市环境投诉 5.2 万件，同比下降
6.8%，案件办理抽查回访满意率
99.2%。

龚宇告诉记者，重庆市12369环
保举报热线与市级部门建立解决群众
投诉环境污染问题联动、三方通话、案
件移交等机制，有效落实行业管理和
属地监管责任。2018年全市环境处
罚案件5519件，同比上升37%，罚款
3.66亿元，同比上升109%。截至7月

31日，今年全市环境处罚案件1919
件，罚金1.2亿元。

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截至目前，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
为优，66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达标率100%；今年上半年重庆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160天，同比增加3天；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达到国家要求，
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强化噪
声监督管理，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达标
率达95.3％。

此外，市生态环境局坚决贯彻落
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方针，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
倒性位置，印发实施《重庆市长江保护
修复攻坚战实施方案》，明确8大类
60项重点任务。

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全力配合做好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各项工作，
统筹推进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中办
督查调研和市级环境保护集中督察等

“中字头”“部字头”反馈问题整改，采
取有力措施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突出
问题。

重庆开展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执
法专项行动，现场核查问题340个、销
号203个；扎实开展长江入河排污口
排查整治、整治污水偷排偷放行为等
专项行动，累计排查点位6万余个，发
现问题3662个、完成整改1944个；环
境行政执法总队系统构建事前严防、
事中严管、事后严惩的全过程环境风
险防范机制，加强环境风险隐患排查
管控，目前已完成373个突发环境风
险隐患整改，有效降低了突发环境事
件发生率。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访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辛世杰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胡梦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胡梦）8月16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重庆市生态环境局获悉，重庆
市生态环境局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职责
整合优化，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实施各
项便民措施，更好地服务于民，除环境

影响评价和夜间施工外，其他的行政
审批以及非行政审批备案类都由行政
审批大厅统一受理，市民只需要前往
行政审批大厅一次，便可实现相关项
目的办理。

根据《重庆市机构改革方案》，重
庆市生态环境局整合了原市环境保护
局的职责，以及市发展改革委的应对
气候变化和减排职责，原市国土房管
局的监督防止地下水污染职责，市水
利局的编水功能区划、排污口设置管
理、流域水环境保护职责，原市农委的
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职责等，

于2018年10月成立。
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安

排，市生态环境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
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
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
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主要承担贯彻执行国家生态环
境基本制度，重大生态环境事件的统
筹协调和监督管理，监督管理减排目
标的落实等17项职责。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地址位于
重庆市渝北区冉家坝旗山路252号，
设置办公室、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办公室、综合处、自然生态保护处、
水生态环境处等24个处室。

目前，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已开通
官方微信公众号：重庆生态环境（微信
号：CQHBWX），及重庆市生态环境
局 官 方 网 站（http://sthjj.cq.gov.
cn/)和环保举报热线：12369。

让市民“只跑一次”

重庆提高环境事项行政审批效率

● 自然生态保护方面
拟订并监督实施各类自然保护地

生态环境监管制度，组织编制生态保
护规划，开展生态状况评估、生态示范
创建。承担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
线相关监管工作。监督野生动植物保
护、湿地生态环境保护、荒漠化防治等
工作。监督生物技术环境安全，牵头
生物物种(含遗传资源)工作，组织协
调生物多样性保护。指导协调和监督
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 水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负责编制并监督实施重点区域、

流域、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规划，承
担地表水生态环境监管工作，负责建
立和组织实施跨区县（自治县）界水体
断面水质考核制度，监督管理饮用水
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负责流域

水环境保护，承担入河排污口的设置
管理工作，组织编制并监督实施水功
能区划。

● 大气环境保护方面
负责大气、机动车、噪声、光、恶臭

等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拟订重污染
天气应对政策措施，组织协调大气面
源污染防治工作，负责建立和组织实
施区县（自治县）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
标落实情况考核制度。监督指导区域
大气环境保护工作，组织实施区域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协作机制。

●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方面
负责监督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落实情况，组织实施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统筹协调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对接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有关工作，承担对市级部门
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承担区县
（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考核和市级部
门年度目标任务绩效考核中有关生态
环境的考核工作。

● 环境影响评价方面
负责拟订并组织实施环境影响评

价与环境保护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产使用制度，按规定对重大
经济和技术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重大
经济开发计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审
批或审查重大开发建设区域、规划、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承担本部门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指导规范本系
统行政审批工作。按照“三集中、三到
位”要求，相对集中本部门行政审批事
项的受理、审批工作。组织实施生态
环境准入清单。

● 生态环境监测方面
负责拟订并监督实施生态环境监

测制度、规范和相关标准. 组织开展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督性监
测、温室气体减排监测、应急监测。调
查评估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并进行预测
预警，承担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站点规
划设置有关工作，承担生态环境监测
网、生态环境信息网建设和管理工
作。承担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和重大生
态环境信息发布有关工作。

（资料来源：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主要办理事项

更多详细内容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习
生 周馨怡）8月16日，市教育考试院
发布消息，重庆市2019年普通高校招
生录取工作于8月15日结束，在渝招
生普通高校共1628所，各类各批次共
录取237595人。

据悉，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
工作于7月8日正式启动，全市普通高
考共报名264388人，在渝招生普通高
校共1628所，比 2018年增加 50所。
各类各批次共录取237595人，其中本
科录取 118845 人，占录取总人数的
50.02%；专科录取118750人，占录取
总人数的49.98%。

市教育考试院的统计显示，如果
按类别划分，普通文理类录取175216
人，艺术类录取13421人（另有5804人
录取为普通文理类），体育类录取1881

人（另有 2762 人录取为普通文理类），
高职对口类录取25436人；中职直升
及其他单考单招类录取13075人。

如果按科目分，文史类（不含艺
术、体育）录取63036人；理工类（不含
艺术、体育）录取112180人。

今年各专项招生计划也完成不
错，如国家专项计划（农村贫困地区定
向招生专项计划）录取2915人；地方专
项计划（市属本科一批农村专项计划）
录取897人；农村小学全科教师计划录
取1510人。

今年农村、城市考生录取率差距
进一步缩小。全市乡村户籍考生今年
报名130861人，录取117472人，占全
市录取总人数的49.44%；全市城镇户
籍考生报名133527 人，录取 120123
人，占全市录取总人数的50.56%。

1628所高校在渝录取237595人

本报讯 （记者 李珩）70年前，
刘邓大军进入重庆时途经哪些区县？
在解放过程中经历了哪些激烈的战
役？8月16日，“重走刘邓大军解放重
庆之路”全媒体宣传活动正式启动，在
接下来的近半个月时间里，采访团将沿
着刘邓大军解放重庆的足迹，回顾当年
那段光辉灿烂的历史，并记录下70年
来发生的巨变。

据了解，此次宣传活动由中共重庆
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华龙网集团共同主
办。

史料记载，1949年4月23日，中国
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标志着国民党
22年反动统治的崩溃。8月，蒋介石飞
抵重庆，妄想以重庆为据点，以四川、西
康、云南、贵州为根据地，固守西南，以
待国际形势之变化，重整旗鼓。

市委党史研究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1949年8月19日，按照中央军委的部
署，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
委发出川黔作战命令。刘邓大军入川走
进的第一个县城，便是秀山。

据悉，从8月19日到8月31日，此
次全媒体宣传活动采访团将先后走进
秀山、酉阳、黔江、彭水、石柱、武隆、南
川、綦江、江津、涪陵、巴南、南岸、渝中
等13个刘邓大军当年解放重庆途经的
区县，回顾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光
辉历史的同时，喜看当地70年来经济
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华龙网首页和

“新重庆”客户端还将开设专题，以全媒
体多角度的方式，持续报道此次“重走
刘邓大军解放重庆之路”宣传活动。中
央在渝新闻单位和重庆市属主流媒体
也将跟进此次宣传活动。

“重走刘邓大军解放重庆之路”
全媒体宣传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张莎）8月16日，
“好人在身边”微访谈走进渝北区回兴
街道，“时代楷模”杨雪峰生前战友黄长
富向数百名群众讲述了杨雪峰的先进
事迹和感人故事。

渝北区石船公巡大队大队长黄长
富是杨雪峰生前战友。黄长富最佩服
杨雪峰身上总有一股豁得出去的劲
儿：面对危险，总是选择向前冲，从不
退缩；面对威胁，总是敢于亮剑，临危
不惧。

黄长富说，一年夏天，辖区一辆出
租车突然着火，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
杨雪峰毫不犹豫，抓起灭火器就冲了上
去，群众被及时疏散，火苗很快被扑

灭。可雪峰的头发却被烧焦了，脸上还
烫起了泡。

“工作中，雪峰始终保持为民服务
的情怀。”黄长富记得，杨雪峰在一次巡
逻时发现两辆面包车拉载小学生超员，
他对驾驶员依法进行处理，随后租车把
超员的学生挨家挨户送到家。许多学
生家长说，这个警察好暖心，真是服务
到家了。

在“好人在身边”微访谈中，首届
渝北区助人为乐模范李学芳、第二届
渝北区助人为乐模范费敏秀、第 73
期“重庆好人”见义勇为谢焕祥依次
走上舞台，讲述了好人做好事的心路
历程。

“好人在身边”微访谈走进渝北回兴
杨雪峰生前战友讲述楷模感人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