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实类

一等奖
《花开毕业季》 秦廷富
二等奖

《交通大学山区桥梁与隧道工程重点
实验室培育基地》 谢 飞

《宿舍》 代宏哲
三等奖

《盛世欢腾》 杨燕清
《我和我的祖国》 李春阳
《看风景的人》 张楠懿
《美丽的重庆邮电大学》 刘坤灵
《三下乡的孩子们》 杨熠远
优秀奖

邓玉婷 张 娜 王 欢 何嘉琨
蒋铭心 李 恒 秦廷富 谭珺琪
代宏哲 李进超

创意类

一等奖
《重大穹顶》 黄瑞星
二等奖

《粉刷》 胡彭娅
《游国惊梦》 刘 阳
三等奖

《校园印象》 苏桂霖
《建筑之美》 黄可欣
《广角看重大》 钟 杨
《四川美术学院新校区》 董广辉

《美术馆全景》 申明远
优秀奖
曹 凯 杨 莉 夏英伦 褚煜森
孙士斌 田茂培 李天航 周恋蝶
王彦鑫

手机组

一等奖
《星辰夜空》 缪 雷
二等奖

《图书馆外》 杨 强
《重师光影》 周宇轩
三等奖

《屹立》 叶 昕
《摘下眼镜》 谭顺维
《碎片》 郑若滢
优秀奖
胡成杰 吴诗雨 刘 言 周钰睿
王 珍

“我和我的大学”摄影大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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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黄 光 红）
11月27日，“携号转网”服务正式
上线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重庆同
步实施。市民在手机号码保持不变
的情况下，符合条件者可自由选择
电信、移动、联通三大运营商中的
一家。

11月28日，市通信管理局组织
运营商召开媒体沟通会，对重庆“携
号转网”服务的推进工作，申请办理
的条件和流程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并要求，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干涉用
户自主选择。

按照工信部的工作部署，市通
信管理局今年组织三家基础电信企
业为开展“携号转网”工作做了充
分的准备——累计投资近1亿元，
历经8个月，顺利完成了44个系统
改造。11月 10日至 11月 26日，

“携号转网”服务在渝试运行。
试运行期间，“携号转网”服务

首先是在主城区先行先试。三家基
础电信企业在市通信管理局集中进
行了流程测试，之后在各个区县开
放营业厅试运行。市通信管理局同
步加强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立即督

促企业整改。截至11月26日，全
市共有1947个号码完成了“携号转
网”。

据悉，目前能够为市民提供“携
号转网”服务的运营商营业厅已有
125家，覆盖全市所有区县。

市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携号转网”既能促进运营商补
短板找差距、提升网络和服务能力，
也有利于降低用户转网成本，在一
定程度上解除运营商对用户在号码
上的捆绑，是利国惠民的好事。同
时，实施号码携带后，号码资源也可
以在三家运营商之间自由流动，实
现号码资源的节约。

不过，“携号转网”是一项系
统性复杂工程，涉及各基础电信
企业网络系统和业务流程的大量
改造，在初期，相关服务可能会存
在系统运行不稳定、营业人员和
热线客服人员对流程不熟以及业
务流程需优化等问题。针对这种
情况，市通信管理局将认真监督
运营商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为用
户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携号转网”
服务。

重庆125家营业厅可办理“携号转网”
覆盖全市各区县

本报讯（记者 李星婷）11月 27
日，重庆大学生纪实影像展评选出一
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其中，秦廷富拍
摄的《花开毕业季》获纪实类一等奖；
黄瑞星拍摄的《重大穹顶》获创意类一
等奖；缪雷拍摄的《星辰夜空》获手机
组一等奖。

重庆大学生纪实影像展是为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反映重庆市各高
校在高等教育上取得巨大成就而举办

的影像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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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高校摄影协会、重庆大学、西
南政法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长江师范
学院等单位共同主办。

影像展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面向
重庆各高校征集人文纪实类、景观及创
意类、手机类摄影作品的“我和我的大
学”摄影大赛；第二部分是面向社会征
集重庆高校历史变化的影像资料和老
照片等，征集了重庆大学、西南大学、西
南政法大学等20余所高校的近千幅老
照片及部分影像资料。

其中，摄影大赛共收到3000余幅
作品，经层层筛选，入选最终评选的有
300余幅作品。军训时的精彩瞬间，学
校重点实验室、食堂的丰富菜品、四季

美景、图书馆、宿舍生活、独具特色的标
志性建筑拍摄……丰富多彩的作品记
录了美好充实的大学生活。

11月 27日，来自市教委、重庆市
摄影家协会、重庆市新闻摄影学会等
单位的多名评委，经3轮评选，评选出
摄影大赛的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
名。

秦廷富是《北碚报》的一名记者。
《花开毕业季》包括蓝花楹下的毕业照、
外国留学生的创意毕业照、毕业生在

“笑脸墙”前的毕业照等共6张，“我连
续5年拍西大的毕业照。近年来，毕业
照越来越丰富、个性化，这也反映了西
大的国际化、开放化办学进程。”

拍摄《重大穹顶》的黄瑞星是重庆
大学研三学生。“有一次我通过无人机

观察到，学校的老建筑呈现出非常有特
色的几何感。”黄瑞星说，于是他花了半
年时间，拍摄学校文字斋、理学院等一
批建校之初的老建筑。这组作品一共
10张照片，颇具历史感的老建筑楼顶掩
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之间，视觉冲击效
果很强。

重庆医科大学大二学生缪雷拍摄
的《星辰夜空》获手机组一等奖。这张
照片，记录的是他一次晚课后、参加青
年志愿者联盟每周例会的情景。夜空
下，围坐的同学正热烈地讨论志愿者活
动的开展情况，缪雷用手机记录了这一
感人瞬间。

12月14日至20日，重庆大学生纪
实影像展将在重庆龙湖源著天街开展，
之后还将在部分高校进行巡展。

4000余件作品记录“我和我的大学”精彩瞬间
重庆大学生纪实影像展获奖名单公布

“我和我的大学”摄影比赛获奖作品纪实类一等奖《花开毕业季》（作者：秦廷富）。

卫星移动业务号码：网号为1349、174等号码

移动通信转售号码：网号为170、171、162、165、167等号码

物联网号码：物联网专用网号（如146、148、149、140-144、1064号段等）号码以及
其他用于物联网应用的普通公众移动通信网号码

其他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情况

现阶段不提供携号转网服务的移动号码包括：

部分号码不能“携号转网”

第一步：查询是否满足携转条件
电信用户：使用本机编辑短信“CXXZ#姓名#证件号码”发送至10001

移动用户：使用本机编辑短信“CXXZ#姓名#证件号码”发送至10086

联通用户：使用本机编辑短信“CXXZ#姓名#证件号码”发送至10010

第二步：如果满足携转条件，可申请授权码
电信用户：使用本机编辑短信“SQXZ#姓名#证件号码”发送至10001

移动用户：使用本机编辑短信“SQXZ#姓名#证件号码”发送至10086

联通用户：使用本机编辑短信“SQXZ#姓名#证件号码”发送至10010

第三步：营业厅办理

收到授权码后，携带在携出方登记的号码使用人有效证件到携入方营业厅，出示有
效的授权码办理携入

3步轻松搞定“携号转网”

实 用 指 南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1月28
日，“我和我的祖国”浙江省文化和旅游
志愿者重庆行暨浙渝优秀原创文艺作
品交流展演在群星剧院举行。来自重

庆部分区县文化馆以及浙江省部分市
县文化馆的演员们用精湛的演技，为山
城老百姓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文化艺术
盛宴。

据了解，作为“我和我的祖国”优
秀文艺作品交流展演的重要组成部

分，此次入选“我和我的祖国”浙渝优
秀原创作品交流展演的节目以两地荣
获历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和入围决赛
的优秀群众文艺作品为主，包括表演
唱、相声、评书小段、小品、金华山歌等
多个类型。

“我和我的祖国”浙渝优秀原创作品
交流展演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11月
28日，重庆10家快递、外卖行业代表
和近200名快递、外卖骑手齐聚两江
幸福广场，启动“警企合作·协同共治·
守法出行”快递外卖行业万人承诺共
筑交通安全防线启动仪式。据悉，本
次活动也拉开了全国第八个122“交
通安全日”系列宣传活动的序幕。

为推动快递、外卖配送行业和企
业可持续发展，从9月25日起，市公
安局交巡警总队采取多项措施助推相
关组织及企业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切
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和交通安全主体
责任，加强企业自治、警企合作，共同
维护安全、文明、有序的交通环境。

活动当日，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
联合相关部门，从建立快递、外卖行业
从业人员信用管理机制，推行配送人
员、车辆一体化管理，健全企业内部道

路交通安全培训教育制度，加强行业
监管，强化交通安全综合治理等方面，
共同推出了加强快递、外卖行业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新举措。

市交巡警总队车管所源头监管中
心负责人于龙介绍，重庆总队联合多
部门对快递、外卖配送行业使用的车
辆进行统一规范管理，建立快递、外卖
配送行业“一人一车一牌一码”机制，
即实行配送人员、车辆一体化管理模
式，参与配送的车辆应当登记上牌、安
装电子号牌（RFID），并在车身上喷涂
或粘贴人、车信息一体化二维码。此
外，各相关快递、外卖行业还应根据相
关要求完善车辆外观标识、人员工装、
配送箱等规范性标准。

美团外卖骑手董炜表示，今后一
定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积极学习交通
安全知识，做到守法出行、平安出行。

一人一车一牌一码

重庆规范快递、外卖配送行业车辆管理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1月2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2019年“优质服
务基层行”活动典型经验推广暨总结
大会上获悉，我市将基层卫生服务示
范中心建设规划，纳入西部医学中心
建设和卫生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到2025年，将打造300个左右基层卫
生服务示范中心，提升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

据了解，近年来，重庆针对基层医
疗卫生结构不合理、供给不平衡等问
题，围绕“发展、服务、提质、获得感”四
个关键词，重构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体系。

“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关键在于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内涵，即服
务能力，让基层能接得住。“市卫生健
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胡彬说，重
庆健全了评审管理机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参照国家社区卫生服务能力评
价标准，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为甲、
乙两级；乡镇卫生院参照《重庆市乡镇
卫生院等级评审标准（试行）》，将乡镇
卫生院分为甲、乙、丙三级进行管理。

今年，全市共创建21个甲级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194个乙级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

“这些机构将发挥引领作用，并辐
射周边的乡镇卫生院。”胡彬说，我市
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中医、理
疗、儿童保健、康复医学、安宁疗护等
服务，并将至少建成1个特色科室，作
为社区医院建设必备条件。

据介绍，我市还积极探索医防融
合发展，在前期11个区县25个试点
基础上，今年扩大到 80%的区县和
20%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如何借助“互联网+”手段？据胡
彬透露，目前，重庆已建立市-区县-基
层三级远程诊疗协作网，实现基层医
院与上级医院专家“面对面”会诊，目
前，全市远程医疗服务达167.5万人
次；在部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通支
付宝或微信缴费、报告查询等功能，有
效缩短患者排队等候时间。

通过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全市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量明显增长，
全市共274人获评基层全科高级职
称，正高实现“零突破”，达到26名。

据重庆市第六次卫生服务调查显
示，2018年重庆市就诊患者对就诊总
体情况满意的比例为79.7%，较上次
调查提高5.8个百分点。

重庆将打造300个基层卫生服务示范中心
就诊总体满意度为7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