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江短评

本学期，两江新区为42所中小学及公办幼儿园配置人
工智能机器人教室，并开设人工智能课程——人工智能教
育从娃娃抓起，这是两江新区教育创新的一小步，却是我市
人工智能发展的一大步。

中小学时期是孩子的视野开拓期、兴趣奠基期、梦想
建构期。让孩子从小学习人工智能知识，在与机器人的
互动学习中提高“智”商、“智”能，将激发其想象力和创造
力。

开设人工智能课程，是教育面向未来的具体体现，也是
人工智能时代人才培养的新趋势、新模式。早在2017年国
务院就提出要“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
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近年来，各地纷
纷探索在中小学开设人工智能课程，可见这是大势所趋、未
来所需。各地教育部门和各中小学应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
生，精心设计每个阶段的课程，创新教育服务供给，顺应时
代要求，更好地培养学生科技素养，为我市大数据智能化发
展培育更多复合型人才。

人工智能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饶思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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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
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
炼意志。

如今，从课程到设施，从理念到实践，体育教育正发生着深刻变化。越来越多
的孩子们走出教室，走到阳光下，跑到操场上，享受体育的乐趣，插上强壮的翅膀。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医药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9月
1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我市医药产业正在加快基因
检测、细胞药物、抗体药物等领域多款新产品的研发进度，预计达产
后将实现年销售收入8.8亿元。根据相关指导意见，到2022年我市
生物医药产业将实现1300亿元产值。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新产品包括博奥医学有限公
司研发的基因检测领域产品，现已上市15项遗传耳聋基因、胎儿染
色体非整倍体等检验检测筛查新产品，预计将实现年销售收入
0.49亿元； （下转2版）

到2022年全市生物医药产业将
实现1300亿元产值

重庆多款医药新品加速研发

9月5日下午，九龙坡区走马镇大石村
14社的一片果园里，又出现了村支书林刚的
身影。看到小树一点点长大，他笑意满满。

林刚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这个果园过
去曾是废弃的矿坑。坑中布满尖利的碎
石，深达数十米，非常危险。

危险的深坑，现在为啥变成了茂密的
果园？

遗留十几年的深坑变果园
过去，大石村曾有一个规模较大的采

石场。十多年前被关闭后，留下了一个面
积近3.5公顷的深坑。因回填矿坑需要高
昂的资金和专业技术，村里条件有限，村民
们无可奈何。

今年初，重庆申报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国家工程试点获批，矿山治理恢
复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此背景下，
大石村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土

地复垦项目启动，项目预算费用达168万
元。

钱从哪来？
对此，九龙坡区想出一个创新的解决

方案：用重点建设项目的建筑弃土，回填大
石村的矿坑。

走马镇副镇长章云川解释，建设项目
本身会产生大量弃土，倾倒弃土要按重量
付费。但对大石村的矿山复垦项目而言，
这些多余的弃土，正好可以用来回填深坑。

“回填矿坑的弃土，也要按重量付费，这

同时也解决了资金问题。”章云川说，弃土还
要经过严格检测，不能对环境造成污染。

章云川介绍，通过消纳建筑弃土，大石
村用获得的资金解决了矿山复垦项目费
用，兑付了村民的土地流转租金。剩下的
资金由村集体管理，用于买树苗、建苗圃、
平整田地、修道路和水渠等。

记者在现场看到，苗圃里已经种上了
金桔、沃柑、蜜柚等树苗。旁边的田地里，
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生长情况良好。四周
道路整洁，水渠里流淌着清水。

林刚感慨地说，看到矿山复垦后焕发
出生机，村民们都喜在心头，纷纷表示要把
环境保护好，让生态效益细水长流。

矿山治理不再“头痛医头”
重庆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试点区域位于长江、嘉陵江汇入三峡库
区的咽喉部位，主城区整体处于修复区之
中。

如今的主城，撒播新绿的废弃矿山，远
不止大石村一处。

“我们就盼着国家矿山公园早点修好，
游客多了，我们的生意肯定会更好。”9月5
日，记者在渝北区石船镇在建的国家矿山
公园入口附近，遇到了当地居民王进强。

他告诉记者，过去，铜锣山关停了一大
批采石场，遗留下很多矿坑。矿坑积水后，
呈现出美丽的蓝绿色。早在几年前，就经
常有人专门开车来给矿坑拍照。那时候，
靠卖煮玉米、凉粉凉面等，让周围的居民增
加了一笔收入。

如今建设中的矿山公园，大小矿坑的
水体更加清澈，矿坑周围加装了栏杆，道路
宽阔平整。山坡上，树木茂盛，碧绿的草叶
随风摇曳，蝴蝶在其间飞舞，景色宜人。

渝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王兵
介绍，铜锣山范围内有41个废弃矿坑，经
初步保护修复后，2017年获批建设国家矿
山公园。

王兵说，铜锣山是主城“四山”之一，废
弃矿坑治理纳入了铜锣山的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之中，“以前‘头痛医头’，
以点上治理为主；现在的治理，是将铜锣山
整体作为一个生命体进行系统修复。”

（下转2版）

重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初见成效

主城350余公顷废弃矿山变身果园和公园
本报记者 申晓佳

奔跑吧，少年！
——体育让孩子们插上强壮的翅膀

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本报 9 月 14 日电 （记者 杨
帆）9月11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在
新加坡分别会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
第一助理秘书长、政府副总理兼财
政部长王瑞杰，国务资政兼国家安
全统筹部长张志贤。

新加坡人力部长兼内政部第二
部长杨莉明、交通部兼卫生部高级
政务部长蓝彬明，中国驻新大使洪
小勇，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市领导
吴存荣、王赋参加。

陈敏尔说，习近平主席与李显
龙总理共同确立中新与时俱进的全
方位合作伙伴关系，为中新合作提
质升级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
我们愿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
的重要共识，在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中谱写合作新篇章。当前，重庆
正全面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要
求，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
秀美丽之地，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中新（重庆）战略
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是两国政府从
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推进的重大合
作项目，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合
作潜力。重庆作为项目运营中心，
将与新方一道，高质量推动金融服
务、航空产业、交通物流、信息通信
等领域互联互通，充分发挥国际陆
海贸易新通道的作用，促进中国西
部地区同东盟国家更加紧密连接起
来，实现互惠互利、共赢多赢。

王瑞杰说，近年来，新中两国在
“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密切合作，
双方领导人就进一步扩大双边合作
达成广泛共识。新中互联互通项目
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
目，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战略意义。重庆区位优势独特，战
略地位重要，必将在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中进一步释放发展活力。新
方愿加强与重庆全方位合作，期待
在大数据智能化、跨境金融等领域
取得更大成果，为双方经济发展注
入新动力。

张志贤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意义重大，影
响深远。新中互联互通项目不断取
得新成就，成为两国共建“一带一
路”的成功范例。国际陆海贸易新
通道为新加坡和东盟国家同中国西
部地区合作提供了极大便利。希望
双方抓住机遇，推动务实合作取得
更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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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渝
北区石船镇在建
的 国 家 矿 山 公
园，关停采石场
遗留的废弃矿坑
里 积 水 如 同 宝
石 ，镶 嵌 在 山
间。矿坑周边树
木茂盛，建有观
景台、景观步道。

记者 张锦
辉 摄

9月14日，在黔江区濯水古镇，游客与表演市级非遗
项目舞狮的民间艺人互动。

特约摄影 杨敏

9月13日，万盛经开区石林景区，游客与摄影爱好者
在拍摄苗家舞蹈节目。

特约摄影 曹永龙

9 月 14 日,前往磁器口古镇打卡的游人络绎不绝。
人们在石板路上边走边欣赏古镇风貌,看川戏,品美味,不
亦乐乎。 特约摄影 钟志兵

赏非遗

品味传统意蕴 欢度中秋佳节

逛景区 游古镇

观展览
9月14日是中秋小长

假第二天，位于北碚区的
重庆自然博物馆迎来客流
高峰，近万游人走进历史
长河，感受远古文明的魅
力，享受假日的悠闲。该
馆是全国第二大综合性自
然博物馆，珍藏的动物标
本有11万多件。

特约摄影 秦廷富

中秋小长假期间，重庆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并迎来游客接待的高峰。人们或走进博物馆
品味远古文明，或体验各具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或与家人来到近郊景区休闲游玩……在浓厚的节日氛
围中，欢度中秋佳节，共享快乐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