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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12月16日，
重庆云阳恐龙化石群保护与研究2019
年度学术研讨会举行。中国科学院院
士周忠和、王成善等11位全国知名古
生物化石和沉积学专家在会上一致认
为，重庆云阳新田沟组恐龙为一种新的
恐龙动物群，对这一新动物群的研究，
将填补恐龙演化序列的空白。

新动物群，是一个有特定地理分布
空间、组合种类多样而独特、有代表性
新属种的动物类群组合，其组成分子明
显区别于其他已知动物群。

重庆云阳恐龙化石群化石组合类
别丰富，至今已发现2种全新恐龙属
种，即新的兽脚类恐龙“普安云阳龙”和
新的新鸟臀类恐龙“磨刀溪三峡龙”。
对其他恐龙化石的发掘和研究也显示，
该区域动物组合种类多样，与其他已知
动物群有一定区别。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2015年发现云阳恐龙以来，该局
组织开展了调查、发掘、保护和研究工
作。截至目前，共发掘采集化石近万
件。已查明的化石露头走向长18.2公
里，分布范围约54平方公里，呈多层位
产出分布，时间横跨中侏罗世早期到晚

期。中侏罗统沙溪庙组与新田沟组地
层中化石较为集中，至今共发现化石层
17层。

市地质调查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早
侏罗世晚期至中侏罗世早期是恐龙演
化的关键时期，但在世界范围内，这一
时期的化石记录相对较为贫乏。重庆
云阳新田沟组恐龙动物群的研究成果，
正好能填补这一空白。下一步，他们将
开展更加深入的发掘和研究，将恐龙进
化的图景描绘得更加清晰。

与会专家表示，重庆云阳恐龙化石

分布范围广、时代跨度大，堪称“恐龙化
石长城”。目前已在化石集中区一区发
掘形成长150米、高6至10米、展布面
积约1000平方米的侏罗纪原址单体化
石墙，墙体表面露出的化石近5000块，
其规模达到世界级。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重庆云阳普
安恐龙在学术研究方面也诞生了一系
列成果。科研人员开展了化石骨骼形
态分类学研究，目前主要有兽脚类恐
龙、蜥脚类恐龙、基干新鸟臀类恐龙、
蛇颈龙类和龟类5个方向。截至目前

已在国际SCI期刊发表2篇论文，在
国内核心期刊《古脊椎动物学报》发表
1篇论文。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充分发挥云阳恐龙化石资源的经
济社会效益，云阳正积极申报国家地质
公园，目前已完成普安恐龙地质公园市
级审批。同时准备在发掘区建设恐龙
化石遗址馆，建设以恐龙为主题的游乐
设施、建设恐龙化石博物馆及科普研学
基地，为市民提供更多亲近恐龙、增进
古生物知识的机会。

云阳发现新恐龙动物群
普安恐龙地质公园已完成市级审批，正积极申报国家地质公园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2月16日，
由市教委指导，重庆日报、重庆市摄影
家协会、重庆新闻摄影学会、重庆市高
校摄影协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重庆大
学生纪实影像展，在重庆龙湖源著天街
开展。影像展用近300张具有代表性
的照片，以影像脉络呈现重庆市高等教
育发展历史。

“这是我的母校长江师范学院。”
“好有历史感的照片，可以了解不少高
校的历史。”……12月16日，在展览现
场，不少市民边参观边议论。

上世纪50年代，西南政法大学、四
川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师生进行劳动建
设、教学的场景；改革开放后，四川美术
学院师生文艺活动的场面；进入90年
代后，西南大学的农学实验室、重庆大
学的大操场、重庆钢铁专科学校的运动
会………按时间顺序，展览的第一部分

勾勒出重庆高校发展的脉络。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西南政法

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重
庆科技学院、重庆工程职业学院等不少
在渝高校都兴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培

养了政法、医学、邮政、石油等各行各业
的人才，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积极贡
献。

现场展出了“我和我的大学”摄影
大赛部分作品。“我和我的大学”摄影大

赛是本次展览的活动内容之一，来自各
高校的大学生用影像记录新时代各高
校的发展变化、校园故事等。有的大学
生用镜头记录自己在大学里的10个精
彩瞬间；有的大学生用航拍等方式展示
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四川美术学
院具有标志性的建筑或有代表性的地
方；还有的作者用组照拍摄记录了西南
大学毕业典礼、重庆交通大学重点实验
室等。

现场还设有重庆大学、西南政法
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长江师范学院等
高校展区。包括重庆大学早期的大操
场、寅初亭、输配电重点实验室；重庆
交通大学的双福新校区、桥梁重点实
验室；西南政法大学的运动会、军训现
场；长江师范学院的校园和文艺活动
现场等。

“展览照片非常丰富。”不少观众纷
纷感叹，这样的影像展览形式直观，可
以清晰地了解到重庆高校的历史进程
及成就。

“近年来，重庆市高校每两年都会
进行一次摄影大赛，用影像记录高校的
进程和历史。”在重庆市摄影家协会副
主席、重庆市高校摄影协会主席刘宏毅
看来，今年摄影大赛的作品尤为喜庆，

“今年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师生们
都非常自豪，纷纷用影像记录、反映出
学校的发展变化。”

展览将展出至22日，观众可前往
免费参观。

“师生们都非常自豪，用影像记录学校的发展变化”

重庆大学生纪实影像展开展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2月16日
起，我市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正式实施
货车称重检测，违法超限运输车辆禁止
驶入高速公路。该规定执行首日，情况
如何？记者来到现场一探究竟。

16日10时，记者在绕城高速公路
百合收费站入口看到，这里共设一套称
重检测系统，长20米、宽2.4米。称重
车道上，安装有摄像头和高音喇叭。高
音喇叭持续播放着货车收费站入口实
施称重检测政策。路边设有电子显示
屏，实时显示每辆货车称重情况。车辆
检测数据也同步传输至收费岗亭内的
监控屏幕上。

现场，4辆大货车正在排队依次通
过称重检测车道。记者看到，每辆货车
经过称重系统的时间，不超过5秒钟。

“较以前收费站出口计重收费、对
违法超限车辆实施非现场处罚不同，现
在货车进入指定称重检测车道，以不超
过20公里／小时的速度通过，不用再
停下车称重。”市交通局工作人员称。

10:53，一辆四轴货车通过称重车
道时，电子显示屏显示：“载重31.6吨。

超重0.6吨。违法超限，拒绝驶入！”
执法人员立即向前，指挥货车司机

按照标志标线驶离收费广场。现场1
小时内，系统共检测到2辆超限货车。

13时，记者来到渝遂高速G93沙坪
坝收费站入口。只见这里设有两套称重
检测系统，货车正有序通过称重车道。

“当经检测有超限超载行为的货运
车辆行驶到入口前，收费员不会发放通
行卡和抬栏杆，会按流程对司机劝返。”
遂渝高速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宣传到
位，整个上午都没检测出违法车辆。

市交通局称，政策实施首日，大部
分货车比较守法。12月16日10：00-
12：00，重庆全路网收费站入口共计有
83945辆货车通过，其中58辆货车为
超限车辆，均在收费站入口被劝返或在
被指定收费站下道。

“车辆超限对路面损害呈几何级
数增长，一辆重量超限2倍车辆行驶
1次，对公路的损害相当于不超限车辆
行驶16次。”重庆高速集团称，入口称
重检测政策将超载超限车辆拒绝在高
速公路外，大大降低对道路的损坏。

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昨起实施货车称重检测

“违法超限，拒绝驶入！”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2月16日，
记者从荣昌区纪委获悉，由著名青年作
家源子夫创作的长篇家风历史小说《天
下清官喻茂坚》已由线装书局出版，近
期将在重庆市新华书店对外发行。

据了解，长篇家风历史小说《天下
清官喻茂坚》的主人公喻茂坚为重庆府
荣昌县（今重庆市荣昌区）人，明正德六
年(1511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因其
为官刚正不阿、清廉有为、崇尚法治，获

“真御史”“明代大法家”等美誉，被明代
嘉靖皇帝赞誉为“天下清官”。

“《天下清官喻茂坚》的最大特点
就在于作者在创作时，能做到去伪存
真。”著名明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
史系教授毛佩琦表示，该书对于故事
人物所发生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比较
深入的考察，力求不发生基本的史实
错误，相当可贵。“作品成功刻画了一
个从农民家庭走出来的有家国情怀的

知识分子形象。”《文艺报》艺术评论部
主任高小立表示，这是一部非常耐看
的小说，它填补了家风教育历史小说
的空白。

“这部小说的叙述很顺畅，语言很
清新，不但有中国式的空灵、诗意的表
达，还有巨大的叙事动力、叙事悬念。”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中国文联电影
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表示。

荣昌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童飞介
绍，2015年，荣昌区纪委对喻茂坚的
清廉事迹及家规家训做了深入挖掘。
2016年，中纪委网站推出“中国传统
中的家规”第40期：《重庆喻茂坚：克
忠克孝惟读惟耕》。2016年9月，由荣
昌区纪委牵头，在该区万灵镇建成喻
茂坚陈列馆，详细展示喻茂坚清廉事
迹及其优良家规家训家风。2018年3
月，喻茂坚陈列馆升级改造为喻茂坚
纪念馆。

《天下清官喻茂坚》出版

蜀龙装架。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供图）

抓好民生之本
绘就生活之美

为免费上网创造更多“热点”

“打开手机‘设置’，找到‘网络
和连接’，看到‘I-Chongqing’没
有？点击，输入手机刚刚收到的短
信验证码。这样就可以免费上网
啦！”渝北区龙溪街道嘉州花园社区
便民服务大厅，工作人员耐心地向
前来办事的居民传授免费上网的秘
籍。

“我们老年人上网少，平时就用
家里的WiFi，手机没办流量。有时
候到社区缴费、办事，没得网络还是
不方便。”前来大厅办事的居民张婆
婆说。

对此，嘉州花园社区工作人员感
同身受：“缴费和许多社区工作都需
要手机联网。大厅WiFi 承载力有
限，经常不能兼顾我们工作和群众办
事的需要。”

和嘉州花园社区一样，今年 I-
Chongqing信号覆盖后，彻底解决
了渝北辖区社区普遍面临的这一问
题。

按照《渝北区公共区域免费无线
局域网建设实施方案》，今年年底前，
渝北将通过新建（约1000个）、改造
（约200个）、整合（约800个）建设约
2000个无线局域网访问接入点（AP
点），实现对全区3A级旅游景区、三
星级以上酒店、二甲医院、公共场馆、
核心商圈、市政公园广场、主要行政
服务大厅、交通枢纽和镇街重点公共
服务场所等场所的免费WiFi覆盖，
用户上网速度不低于10M。

同时，渝北将探索在重点区域
提供最高速率为 1000M 的免费
WiFi超级热点接入服务，把全区公
共区域免费无线局域网建设成“布
局合理、智能高效、安全可靠、公众

感知良好”的WiFi网络，提升全区
信息基础设施和智能化应用水平，
进一步改善全区投资环境、旅游环
境、人文环境，实现全区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

据渝北区大数据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去年6月《渝北区公共区域免费
无线局域网建设实施方案》下发至去
年底，渝北已经新建220个免费无线

局域网AP点。
今年，渝北将公共区域免费无线

局域网建设纳入年度重点民生实事
工作目标任务，继续在全区各镇街、
村居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场镇车站、
中心医院等公共区域建设免费无线
局域网AP点848个。目前，这些AP
点已经处于试运行调测阶段，将在年
底前验收并正式投用。

有线网络升级弥合城乡信息鸿沟

“信号再也不会无缘无故中断，
画面也清楚多了！”“看电视可以点
播，还没得广告！”“想看啥子看啥子，
想几集看几集！感谢政府给我们办
的好事！”提起新近完成的有线电视
数字化改造，渝北区古路镇场镇的居
民纷纷点赞。

作为主城最繁华的区域之一，渝
北城区早已完成对广播电视有线网
络的数字化改造。

为进一步适应广电有线网络数
字化、信息化、产业化发展的要求，今
年初，重庆广电网络渝北分公司对石
船、大湾、古路、大盛、木耳、兴隆、茨
竹7个镇的广电有线网络进行资源整
合，启动网络数字化改造。

对 7个镇的网络数字化改造，
共涉及121个村19个居委会89612
户群众，有线电视在册用户 17712
户。

改造前，在这些地区的当地群众
只能通过原模拟电视系统收看模拟
信号的节目，收视质量与城区居民差
距非常大。此外，传统有线网络老化
严重、维修维护无保障、收视效果差、
收看节目少、无法实现互动等新功
能，群众获取更多节目咨询的意愿强
烈，对此意见较大。此外，7个镇的机

房均位于各镇政府楼上，与政府其它
设备共用房间，在消防、防尘、温度、
防雷接地等方面均不满足相关技术
要求。

网络改造前期，重庆广电网络渝
北分公司针对各镇实际情况进行了
资源整合，与各镇签订了网络移交协
议，完成对7个乡镇的现场踏勘、机房
选址、规划设计、预算报等工作。

渝北共投入883万元，按照数字
化要求，新建机房7个，对镇村网络进
行了全面改造。目前，除大湾、大盛、
古路场镇网络改造及机房建设已完
成投用外，木耳、兴隆已完成场镇网
络改造正提交验收中，年底前能全部
实现整体转换。

升级后的数字电视网络将模拟
变数字、单向变双向，实现了电视直
播、回看、点播、宽带上网等全业务，
让乡镇老百姓得到收视保障，收看节
目更加丰富、上网更加便捷，有效弥
合了城乡的信息鸿沟。

同时，网络的数字化改造升级也
有力推动了渝北农村地区广电事业
和文化发展，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加快了渝北社会信息化、城镇现
代化的步伐。

彭光灿 王彩艳 杨敏
图片由渝北区大数据局提供

提升城乡信息化水平 助力发展互联网经济

渝北 加速布局免费局域网和数字化广电网络

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肯定了我
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成就。我国将
大力推进互联网和相关技术创新以
及在整个社会领域的深度应用。

今年以来，渝北区按照《渝北区
公共区域免费无线局域网建设实施
方案》，持续推进公共区域免费无线
局域网建设，扩大免费WiFi覆盖面，
为群众提供多样化的智能化应用环
境。同时，对7个镇的广电有线网络
进行数字化升级，巩固广电新闻舆
论宣传阵地，推进全区广电数字化
进程城乡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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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12月16日，
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其起草的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
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
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完毕。按照《意
见》，我市将新增1所市级中医类医院，
并加大中医药大学筹建力度。

据了解，全市现有中医类医院163
所,其他中医医疗机构2543个，其中，
三甲中医院9所，二甲中医院、中西医
结合医院21所。

中医具有简、便、廉、效的特点，
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医药作用呢？按
照《意见》，重庆将优化市级中医医疗
机构设置，新增 1 所市级中医类医
院；每个区县（自治县）都至少要有1

所二级甲等以上中医医院。
在教育改革方面，要加大筹建重庆

中医药大学的力度。积极引导高校根
据社会需求增设中医药类相关专业，扩
大招生规模；适当增加临床医学类专业
中医必修课程内容和课时。

同时，将建立医学院校与名中医传
承工作室紧密联动、共同培养的协作机
制，支持中医药院校开设中医药师承
班，建立早跟师、早临床的学习制度。

为把中医药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
终，拟将中医药文化知识纳入中小学校
本课程。

重庆将培养造就一批高水平中医临
床人才和多学科交叉的中医药创新型
领军人才，组建一批高层次创新团队。

重庆将新增1所市级中医类医院
加大中医药大学筹建力度

12月16日，江北区龙湖源著天街，市民正在观看“我和我的大学”重庆大学生
纪实影像展。 记者 龙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