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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2月1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
2020年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启动
申报，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产生
的相关基础及应用基础研究，将优先立
项支持。

2020年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要
面向科技前沿，聚焦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相关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科学问题，
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持科研
人员开展创新性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
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
创成果重大突破，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源头支撑。

据介绍，此次申报的项目包括市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博士后科学基金
项目、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市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创新研究群体科学
基金项目。

项目牵头单位应当以在渝高等学
校、科研院所为主，鼓励有条件的企业

申报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所有项目均
通过“重庆市科技管理信息系统——
科研项目子系统”实行网上在线申报，
申报时间为2月13日9时至4月13日
18时。申报详情可登录市科技局官
网查询。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
干制”，经费使用不受科目和比例限
制。科研人员因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导致无法及时提交项目申报书
的，项目申报单位在申报截止日期前向
市科技局提出延期申报人员名单，市科
技局将单独开设申报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结合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实践产生的相关基础及应用基础
研究，将优先予以立项支持，对奋战在疫
情防控一线、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研
人员将予以倾斜。对于明确为与疫情防
控相关的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实行“包干
制”，经费使用不受科目和比例限制。

2020年重庆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启动申报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2月1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教委获悉，我市
公布了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开课目录指
引（第一批），这些课程以被认定的国
家、重庆市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为主，共
368门，包括大学生文化素质课、公共
课、专业课等内容。

市教委要求在疫情防控期间，各高
校应通过引进公布的课程和自建课程，

开展线上开放式教学或线上SPOC教
学等。学校可直接选用公布的在线课
程或自建课程，组织学生在本校课程教
师的指导和管理下，在课程平台上进行
线上学习。

各学校选用公布的在线开放课程
或自建课程，应配备相应的任课教师，
部分课时组织学生进行在线共同学习，
其他课时由本校任课教师通过公共课
程平台、校内智慧教学系统，或网络学

习空间及数字化软件等方式，组织在线
教学、线上讨论、答疑辅导等教学活动。
成绩考核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
价结合的课程考核评价方案，综合评
定学生课程学习成绩，认定相应学分。

重庆公布首批高校在线开放课程目录

本报讯 （记者 吴刚）2月11日
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消息称，截至目前，
全市共通过“网上办”方式办理各类市
场主体注册登记1000余件，“预约”办
理110余件，受理电话咨询2300余个，

“零接触”“网上办”比例达到90.1%。
记者注意到，2月1日，市市场监管

局印发倡议书，倡导市场主体通过全程

电子化登记等方式，“零接触”办理注册登
记业务。对于紧急事项和确需现场办理
的，通过电话预约，指导企业快办快结、即
办即走。各区县市场监管局合理部署后

台审批力量，建立窗口办理预约制度，及
时受理网上申请和电话咨询预约。

对于防疫用品企业，市场监管部门实
行“特事特办”。其中，对于口罩、消毒液

等防疫用品生产销售企业，市场监管部门
第一时间了解企业需求，第一时间安排专
人跟踪，第一时间办好营业执照和相关许
可证，让企业可以迅速开工生产经营。

重庆市场监管九成事务通过网上办理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通讯
员 赵武强）2月11日上午，在铜梁
区平滩镇万桥村蔬菜基地，20多位戴
口罩的村民正在栽植菜秧。随着春耕
春播临近，铜梁区今年春耕肥料储备
已达1.5万吨，农药、地膜、两杂种子
准备充足，完全能够满足春耕生产需
要，且价格平稳。

平滩镇是铜梁区的农业大镇，粮
油、蔬菜等播栽面积5万多亩，这里的
备耕情况如何？在平滩镇供销社4个

农资门市，记者看到门市里堆满了肥
料、种子、地膜和农药。“疫情当前，我
们通过送肥送种子进村入社行动保障
春耕。村民需要的农资在社干部处登
记后，我们就派专车送上门。”平滩镇
供销社负责人说，前一天，他们就送了
两车10多吨肥料到村里。

“前几天，镇里对春耕作了专题
研究和安排，在继续抓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不失时机抓好
春耕生产，确保农民增产增收。”平

滩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王永吉介绍
说。目前，该镇11个农资门市已开
门营业，两杂种子充足，5000多吨肥
料、10多吨地膜等已进入库房，供销
社和邮政农资门市都实现了配送到
村社甚至农户。

在平滩镇的田间地头，打底肥、
管秧水的农民不时可见，不少农户已
开始平整秧田。在插腊村蔬菜基地，
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大棚里，栽下的
海椒、番茄已经长到一尺高。村民戴

着口罩在大棚里管理，人站得都比较
稀疏。“每个工位至少保持3米以上
距离。”基地管理员巫正龙介绍，根据
疫情防控需要，他们实行分散错时用
工，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

“随着气温的回升，平滩镇3万多
亩水稻、玉米的播种工作将全面展
开。镇农业服务中心将加强技术指
导，把高产栽培技术送到农民手中，力
争夺取农业丰收。”王永吉说。

日前，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印发了
《控疫情、备春耕、保生产——致全区
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对当地春耕农资
的准备、整田整塘清渠、提早检修维护
春灌设施、适时育秧（苗）等提出了指
导性意见和具体安排，现已发到全区
28个镇街300多个村。

铜梁农资量足价稳

今年春耕肥料储备达1.5万吨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颜安 实习
生 廖雨寒）疫情防控是当前最重要的
工作，而脱贫攻坚也将在今年全面收
官，如何统筹兼顾？2月9日，市扶贫办
印发通知，疫情期间将抓好临时救助、
促进就业、帮助涉贫企业复工复产等工
作，力争做到“战疫”和“战贫”两不误。

记者梳理发现，这些工作安排分为
7个方面，共23条。

首先是抓好患新冠肺炎贫困人口
的精准帮扶。市扶贫办称，对于这部分
群众，要对其本人及家庭给予关心慰
问，对隔离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同时，民
政部门按低保标准2倍按月发放临时
救助金，直到患者出院为止；此外，市扶
贫办还将把患者作为动态监测重点对

象，符合建档立卡标准的及时作为返贫
人口给予重点帮扶，基本生活有困难、
符合条件的及时纳入农村低保。

其次，在疫情防控期间，科学开展
帮扶。“疫情未解除之前，帮扶干部原则
上不入户，主要利用电话、短信、微信等
方式进行，了解贫困户的需求，制定脱
贫增收计划，确保帮扶工作不断档。”该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此期间，帮扶干
部应以疫情防治为切入点，动员贫困户
开展一次房前屋后大扫除，搞好环境卫
生，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

第三，抓好贫困人口就业：一是适
度开发疫情防控临时性公益岗位，优先
安排因疫情暂时不能外出务工的贫困
劳动力就近就业；二是已建成的扶贫车

间，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按
程序报备后有序推进复工复产，重点解
决因疫情不能外出务工的贫困人口就
近就地就业；三是扶贫第一书记和驻村
工作队要在这段时间摸底收集贫困劳
动力就业意向、培训需求和企业复工、
用工需求信息，加强劳务服务，帮助其
有序返岗就业。

第四，帮助涉贫企业开工复产。
“我们将按照市级有关文件，‘点对
点’解决涉贫企业开工复产中的困难
和问题，帮助恢复生产经营，带动贫
困群众参与产业发展。”该负责人介
绍。与之配套的是，市扶贫办将加大
扶贫小额信贷支持力度，对因疫情影
响未能如期还贷的，经过银行机构合

理评估和严格审查后，可办理续贷、展
期，适当延长还款期限。此外，市扶贫
办还将制定完善消费扶贫支持政策，
引导当地企业、农民合作社、电商服务
站以智能化、零接触提升消费扶贫实
效。

除上述四方面外，市扶贫办还在
社会帮扶、政策研究、关爱基层一线扶
贫干部等方面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
其中，我市将为全市驻乡驻村干部、第
一书记、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新冠肺
炎专属保险，有疫情的乡镇、村社，扶
贫工作队暂不进驻。“我们希望通过这
些措施，扎实抓好特殊时期的脱贫攻
坚，打赢贫困地区疫情防控阻击战和
脱贫攻坚收官战。”该负责人表示。

市扶贫办发布23条政策助力“战疫”“战贫”
■抓好患新冠肺炎贫困人口的精准帮扶
■抓好贫困人口就业

图①：2月9日，垫江县沙坪镇李白村油菜制种基地，农民开始忙碌起来。为减少人员聚集，该镇组织党员先
锋队开展助耕服务，确保防疫过程中脱贫攻坚工作不“掉队”。 通讯员 向晓秋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翔）企业复工，
但疫情仍重，企业需要招工用工怎么
办？求职者又该如何找工作？2月12
日9点至14日18点，由重庆汇博网举
办的2020节后首场网络视频招聘会将
如期开幕，现共有1168名求职者预约
视频面试，46家企业报名参会，提供岗
位464个，总计需求人数超过两千。其
中，中冶赛迪工程、希尔安药业、肯德
基、仁宝电脑、长安汽车、融创等都是大
家熟知的大型企业。

据悉，为应对此次疫情，重庆汇博
网开发了多项线上云服务，其中就包括

视频面试和网络视频招聘会。视频面
试功能目前已在汇博企业版App上
线，用人单位与求职者在家即可通过视
频摄像头和耳麦进行即时交流，减少了
人群出行和面对面沟通的风险。

而此次的网络视频招聘会也是特
殊时期的特别对策，求职者可在线投
递简历，招聘方则可选用视频一对一

面试。
汇博网相关负责人介绍，参加网络

视频招聘会的企业中，一部分是为了后
期复工做好人才储备，一部分则是人手
紧缺的急招，其中大多为重庆市商务委
员会批准复工的包括批发市场（粮油蔬
菜等）、农贸市场、餐饮配送等保障群众
正常生活需要的商贸企业。

此次网络视频招聘会中占比最多
的为教育类企业。各企业的招聘需求
以各科类教师、托管护理老师、顾问等
岗位为主。

此次网络视频招聘会中，工程物业
类、制造类企业正在为复工做准备工
作，如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等。

今天起可在网上视频求职
长安汽车、融创等企业要招两千多人

图③：2月11日，綦江区东溪镇三正村蔬菜基地，村民们正在播种。该镇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也以户
为单位，抓紧恢复备耕。 记者 万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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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口县等4个县退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公示
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重

庆市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实施办法（试行）》等文件精神，城口县、巫溪县、
酉阳县、彭水县经县级申请、市级核查和第三方实地评估检查，均达到贫困县退
出标准，拟退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现按规定程序于2020年2月10日
至14日予以公示。

公示期间，请全市社会各界和广大干部群众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通过信
件、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

联系电话：023-67745179
传真：023-67732020
电子邮箱：cqsfpbkpc@163.com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67号信达国际E幢

重庆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2月10日

本报讯 （记者 陈波）2 月 11
日，记者从市检察院获悉，渝北区检察
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多次恐吓他人，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妨害疫情防控工作
的犯罪嫌疑人郭某龙依法批准逮捕。

经查，2月4日14时许，犯罪嫌疑
人郭某龙（男，25 岁）因与女友争吵后
心情郁闷，明知疫情期间唾液是新冠肺
炎主要传播途径，为发泄情绪，在重庆
市渝北区新南路某商场外公路边，先后
尾随石某某、何某某、林某某，并向石某
某、何某某吐口水，向林某某泼洒色拉
油，造成多人受到恐吓，相关视频上传
至网络媒体，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石某
某等人被恐吓后报警。

同日，渝北区公安分局民警在郭某
龙住处将其抓获，并于2月5日对其刑
事拘留。经检测，郭某龙未感染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

案发后，渝北区检察院依法提前介
入，引导公安机关取证。2月11日，渝北
区公安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犯罪
嫌疑人郭某龙移送渝北区检察院批准审
查逮捕。渝北区检察院依法告知了犯
罪嫌疑人诉讼权利，讯问了犯罪嫌疑
人，审查了全案证据，市检察院第一分
院、市检察院听取了案情汇报并指导案
件办理。同日，渝北区检察院依法对犯
罪嫌疑人郭某龙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疫情期间多次吐口水恐吓路人
渝北区一男子被检察机关批捕

本报讯 （记者 陈波）记者从市
检察院获悉，2月11日，重庆市永川区
检察院对疫情期间强行办生日宴的汪
某友（男，59岁，永川区人）以涉嫌寻衅
滋事罪依法向永川区法院提起公诉。
该案是重庆检察机关首例提起公诉的
危害疫情防控工作犯罪案件。

据悉，该案立案后，永川区检察院
提前介入案件侦查活动，积极引导完善
证据。2月4日，永川区检察院依法对
汪某友作出批准逮捕决定。2月 10
日，永川区公安局将该案移送永川区检
察院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阶段，永川区检察院依法
讯问了犯罪嫌疑人，审查了全部案卷材

料。经审查查明：被告人汪某友，准备
于1月28日举办十余桌生日宴席，因
疫情防控需要被要求停办。

1月26日9时许，汪某友携鞭炮、
汽油到二楼村委会便民服务中心，与
村干部争论未果后，便在自己腰间捆
上鞭炮、胸前浇上汽油，并手持打火
机试图恐吓威胁村委会同意其举办
生日宴席。其行为导致镇村干部无
法正常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并严重影
响到楼下村卫生室10余名病人的正
常就诊。

检察机关认为，汪某友犯罪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寻衅滋事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重庆检察机关首例提起公诉的危害疫情防控工作犯罪案件

欲强行办生日宴的男子被依法提起公诉

关 注 春 耕 生 产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2月11
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西南大学推出
抗疫科普心理漫画系列。该系列漫画
是重庆市科技局应急攻关项目之一，目
前已创作出4期作品。创作团队也将
该系列作品报送“漫笔为盾，共抗疫
情”——主题漫画展示活动，希望能推
广普及帮助更多的人。

清新蓝白调的画面中，居家女性在
练习瑜伽；一筐筐的蔬菜，运送到独居
的空巢老人手中。重庆日报记者了解
到，该团队目前已创作出4期漫画，分
别关注了社区工作者、隔离居民、高三

学生、被隔离者等4类人群。
“我们预计创作10期内容，主要按

人群分类。”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博
士生导师、西塔学院院长赵玉芳介绍，创
作团队成员主要包括学校心理学部、美
术学院的师生等，还有社区心理服务工
作者，大家有的做推文，有的负责绘画。

“社区工作者这段时间压力很大；
居民长时间在家不能外出，会导致焦躁
等系列心理反应；高三学生和被隔离者
群体也非常需要安抚和帮助。”赵玉芳
说，创作这些科普心理漫画的目的，就
是为了舒缓大家的情绪和心理。

西南大学推出抗疫科普心理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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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2月11日，大足区棠香街道和平村，村民在田间栽种玉米种子。近日天气睛好，当地有序开展春耕生产。
通讯员 黄舒 摄

不误农时忙春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