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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张凌漪）7月27日，市教育考试
院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考生代表等走进重庆
2021高考录取场，“零距离”了解今年高考录取实况和录取
全过程。

据悉，今年重庆普通高校招生从7月10日开始录取，
截至27日已经进行了18天，整体工作已完成超过一半，已
完成6个批次，正在进行本科批次的录取，预计整个录取工
作将于8月16日完成。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整个录取现场实行封闭式管理，录
取工作主要分3步进行：首先，计划组核准高校招生计划、
准确无误地制定招生政策，与高校模拟互动，确定调档比
例，再投递考生档案；接下来，高校审录提交后，由录检组审
核高校预录取和预退档情况；最后，由秘书组打印、寄送录
取名册。

据了解，今年重庆市共有18.35万名考生参加了统一
高考，其中 17.99 万名考生填报了志愿，总体填报率为
98.77%，创历史新高。今年首次实行专业平行志愿，即“1
个专业+1个院校”为一个志愿，在实行专业平行志愿的批
次考生最多可填报96个志愿。从前期已完成的录取批次
来看，本科提前批B段、体育本科批、艺术本科批A段基本
上都满额投档，一次性投档就完成计划。

重庆2021年普通高校
招生录取工作过半

已完成6个批次，正进行本科批次录取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7月27日，在第十四届全国
运动会倒计时50天之际，“千年古都 常来长安”全国主流
媒体西安看全运系列活动在西安启动。从7月27日至30
日，重庆日报记者将作为采访团的一员，深入走访西安奥体
中心等地，系统呈现第十四届全运会的筹备情况。

据介绍，此次活动由陕西日报传媒集团、中共西安市委
宣传部、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西安市执委会文化宣传组、西
安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整个活动共吸引了包括重庆
日报在内的全国20余家省级党报，以及40余家城市官方
政务号的记者参与其中。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内容将围绕西安市的十项重点
工作展开，共设置了文旅、民生、交通、先进制造业、生态五
大采访主题。在三天的活动中，记者们将通过走访西安奥
体中心等地，深入了解十四运会场馆运营、运动员训练备
战、全运会信息化建设等情况，还将通过走访永兴坊陕西非
遗文化特色街区等地，深入挖掘十四运会的文化内涵，感受
陕西厚重悠久的历史文化，进而为读者呈现十四运会“全民
全运、人文全运、智慧全运、绿色全运、廉洁全运”的办会理
念。

据介绍，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将于9月12日至27日在
西安举行。作为我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
此次全运会共设置了34个大项51个分项387个小项。届
时，包括重庆在内，来自全国各地的38个参赛代表团将云
集西安，展开激烈角逐。

“千年古都 常来长安”

全国主流媒体西安看全运活动启动

据新华社南京7月27日电 （记者 郑
生竹）记者27日从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南京此轮疫情病毒毒株
为“德尔塔”。本次疫情早期感染病例出现在
机舱保洁人员中，病毒先在保洁人员中快速
传播，后通过社会活动、工作环境污染等方式
进一步传播。

近期，南京市报告病例均为禄口机场的
关联人员、密切接触者等，其中主要为高风险
人员筛查和隔离点采样检测发现，极个别为
机场经停人员筛查等方式发现。

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洁在发布会上
说，“德尔塔”变异毒株传播能力强、传播速度
快。近期南京市报告病例增幅较大，主要原
因为本轮疫情发生的场所特殊、病毒传染性
强。

目前，南京全城已经开展了2轮全员核
酸检测，有的重点区域开展了3轮，排查追踪
到大量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通过对这些人
群应检尽检、分时段检测，病例不断被发现。

据新华社南京7月27日电 （记者 郑
生竹）记者27日从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6日0-24时，南京市新
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例，其中7例为
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截至目前，南
京市新冠肺炎感染者增至112例。

经疫情防控专家组评估，从27日起，江
宁区禄口街道群力社区金德路63号，马铺村
刘家自然村，曹村村山阴自然村、街东自然
村，小彭村徐家宕自然村、东岗头自然村，湖
熟街道尚桥社区焦东自然村，秣陵街道青源
社区翠屏湾花园城，横溪街道许呈社区小呈

自然村，东山街道骆村社区天琪福苑，鼓楼区
建宁路街道大桥南路10号由低风险地区调
整为中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

据新华社南京7月27日电 （记者 朱国
亮 陈席元）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27日通告，进一步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全市零售药店暂停向市民销售（含
网络销售）退热、止咳、抗病毒和抗生素等“四
类药品”。

通告要求，严格大型活动管理，非必要不
开展线下节庆和大型会议、联欢、体育比赛等
活动，倡导喜事缓办、丧事简办，减少聚餐，实
行分餐制、用公筷，减少堂食，严格控制聚餐
人数，鼓励采用到店自取、外卖订餐，各单位
食堂实行测温进场、分批分时段就餐等防控
措施。

南京将暂停KTV、电影院、健身房、室内
游泳馆、酒吧、洗浴场所、麻将馆、棋牌室等密
闭场所营业，暂停培训机构（含托管）线下服
务。农贸（集贸）市场、药店、批发市场、商场
超市等重点场所要落实限流等管控措施，进
入室内公共场所须预约、错峰、测温、验码、佩
戴口罩、遵守“1米线”，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也
要验码。

通告明确，除急诊、发热门诊外，二级以
上医院全面推行预约挂号，严格限制探视、陪
护，全市零售药店暂停向市民销售（含网络销
售）退热、止咳、抗病毒和抗生素等“四类药
品”。

个人非必要不外出，非必要不离开南京，
严格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常测温等个人防护
措施。

南京此轮疫情病毒毒株锁定德尔塔
●感染者增至112例，多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南京全市暂停销售“四类药品”

关注东京奥运会

新华社发

日本 10 3 5 18

美国 9 8 8 25

中国 9 5 7 21

ROC 7 7 4 18

金 银 铜 总数

东京奥运会

7月27日奖牌榜

□本报首席记者 李星婷
实习生 龚清扬

截至7月27日，在东京奥运会上，西南
大学学生获得2金1银1铜的好成绩。其
中，西大博士研究生施廷懋搭档王涵获跳水
女双3米板金牌；硕士研究生谌利军获举重
男子67公斤级金牌；硕士研究生廖秋云获
女子举重55公斤银牌；博士研究生赵帅获
跆拳道男子68公斤级铜牌。

加上5年前里约奥运会上，施廷懋获女
子单人和双人3米板两块金牌，以及赵帅获
跆拳道男子58公斤级金牌。目前已有3名
奥运冠军诞生在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为何能取得这样骄人的成
绩？27日，重庆日报记者对西大体育学院
党委书记郭立亚进行了采访，他用3个关键
词解读了西大体育人才培养的奥秘。

关键词：大数据
体育不是以力服人，而是以智服人

郭立亚告诉记者，西南大学体育学院有
悠久的办学历史，在上世纪40年代就开设
了体育专业，在长达80多年的办学历史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不少优秀的教师。

目前，西大体育学院有两个本科专
业——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专业，均是国
家一流专业，拥有体育学一级学科的博士点
和硕士点。其中运动训练专业（本科）每年

招收上百名学生（报考条件为二级运动员及
以上），从中挑选和培养好苗子。网球、跆拳
道、举重等均是西大拿手的项目。

在师资队伍方面，西大体育学院有10多
名国际裁判，如赵帅的导师李兵、谌利军的
导师李靖文等，都是相关领域的国际裁判。

“除运动员自身的天分外，对他们进行科
学的训练也十分重要。”郭立亚告诉记者，体
育不是以力服人，而是以智服人。因此，西南
大学体育公共服务研究中心，以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大数据体育公共服务移动平台建
设研究为载体，对相关比赛项目进行大数据
智能分析，采用虚拟仿真技术对相关运动项
目进行实验研究，从而科学指导训练和比赛。

比如，跳水是对动作要求极为精准的运
动，肌肉的核心力量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
素。施廷懋会在无数次训练和观摩比赛的
过程中，举一反三，对如何控制、运用肌肉的
核心力量进行分析总结，让自己的训练效果
事半功倍。值得一提的是施廷懋的硕士论
文就是关于跳水运动员的核心力量研究。

同样，在里约奥运会获得金牌的赵帅，
除了刻苦训练，也会对跆拳道技术、战术进

行总结，对自己的训练做理论总结，并在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

关键词：心理
体育竞赛是智商、情商、动商的结合

在东京奥运会获男子67公斤级金牌的
谌利军，5年前就是里约奥运会上呼声极高
的夺冠热门人选。也许是压力太大，谌利军
在里约奥运会决赛热身时出现手臂和小腿
抽筋的情况，不得不退出比赛。

此后，谌利军一度非常消沉。2016年
11月，西南大学独立组队代表中国大学生
举重队出征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大学生举
重锦标赛。

备战过程中，教练员李靖文要求每位运
动员每天必须花3分钟总结自己的训练和学
习。最开始，谌利军都不想说话。但他在被
动总结和交流的过程中，渐渐从阴影中走出来。

那次世界大学生锦标赛上，谌利军夺得
3块金牌。这让他重新建立信心并树立东
京奥运会夺冠的目标。

“体育竞赛是智商、情商、动商的结合。”
郭立亚感慨，运动员要有极其强大的心理素

质，才能夺冠。因此，西大建有运动心理与
教育研究中心，帮助运动员建立过硬的心理
素质。

关键词：战术
“体教融合”模式培养优秀体育人才

“选手在赛场上的战术应用十分关键。”
郭立亚举例，在举重比赛中，选手会临场在
原来填报试举的公斤数上增加公斤数量，以
此打乱对手节奏，增加其心理压力。

在此次东京奥运会上，谌利军在落后对
手11公斤的情况下，一次性增加了12公
斤，逆袭对手，表现出超强的技战术水平和
实力。

“施廷懋、赵帅等最初考入西大时，只是
普通运动员。后来，由于他们积极进取，刻
苦训练，不断在比赛中创造优异成绩而被选
入国家队。”郭立亚称，这些优秀运动员除在
国家或地方队进行专业训练外，西大会在体
育学基础理论、大数据分析、心理培训、战略
战术等方面，帮助全面、科学地指导他们的
成长，这种“体教融合”的模式，为国家培养
出大批优秀体育人才。

西南大学3个奥运冠军背后
施廷懋硕士论文研究跳水运动员的核心力量

本报讯 （记者 刘一叶）7月27日，2021年全国文化
和旅游市场管理工作会议在渝召开。来自全国31个省
（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相关负责
人及全国性相关行业协会代表齐聚重庆，围绕文化和旅游
市场管理体制机制、工作重点等方面进行交流。

本次会议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主办，重庆市文
化和旅游委承办。会上，8个省市文旅部门围绕各地文化
和旅游市场管理体制机制、工作经验进行了分享。

据介绍，今年以来，在各项政策的支持下，截至目前，全
国文化市场经营主体共计27.67万家，同比增长0.16%；全
国旅行社共计4.15万家，同比增长5.14%。新增市场主体
10841家，其中，文化市场主体9214家，旅行社1627家，市
场信心进一步增强，企业经营状况不断改善。当前，我国居
民消费热情持续高涨，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下半年文化
和旅游市场将有望呈现积极恢复态势。

记者在会上获悉，近年来，重庆着力营造安全有序的文
化旅游环境，大力规范文旅市场安全管理，统筹开展了大排
查大整治大执法百日行动、高风险旅游项目系统性安全评
估和清理整治等专项行动。今年以来，重庆全市共出动文
化执法人员4.52万人次，排查各类隐患2859个，目前已有
2656个隐患完成整改。

2021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管理
工作会议在渝召开

重庆市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渝矿采出字〔2021〕（綦江）3号

根据国家和重庆市的相关规定，现对以下采矿权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1年07月28日09时-2021年08月24日17时。公告日期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时间内只有1家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本次公开出让的采矿权采用现场交易，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竞买申请人可在公告截至前到重庆市綦江区公共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索取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地址：綦江区文龙街道通惠大道69号市民服务中心6栋4层，联系电话：023-48671209，联系人：张老师。

本次公告同步发布的网站：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ghzrzyj.cq.gov.cn、重庆綦江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网：http://qjjyzx.cqqj.gov.cn/、其他渠道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
《重庆日报》、自然资源部门户网站、重庆市綦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门户网站 http://www.cqqj.gov.cn/bm/qghzrzyj/。

备注：
一、序号QJGC202106 采矿权出让人：

重庆市綦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綦江
区古南街道南门路1号，联系人：何老师，联
系电话：023-85890022。

二、保证金户名：重庆市綦江区公共资源
综合交易中心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 公 司 重 庆 綦 江 南 州 支 行 帐 号 ：
120701040001222。保证金户名：重庆市綦
江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开户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綦江区支行帐号：

50001163600059666666。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至时间为：2021年08

月24日17时。如成功竞得，已缴纳的保证金
可抵作采矿权出让收益，由竞得人委托重庆
市綦江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支付至财政
非税收入专户；如未竞得，可在成交日之后1
个工作日内办理退还手续，不计利息。

三、采矿权出让收益缴纳方式详见《竞买
须知》。

四、采矿权竞买申请人资格要求：
（一）竞买申请人须为营利法人；

（二）竞买申请人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不
得参与竞买：

1.在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
公示系统的“矿业权人异常名录”“矿业权人
严重违法名单”内。

2.通过“信用中国”查询，在自然资源部联
合惩戒备忘录或重庆市信用惩戒严重失信主
体“黑名单”内限制禁止参与采矿权出让的。

3.被吊销采矿许可证之日起2年内。
4.报名竞买单位及相关联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在綦江区通过竞买已签订矿业权或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但未履行相关义务，存在未
按合同约定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或土地出让
价款等严重违约行为的。

五、风险提示：
（一）采矿权投资存在有不可预计的风

险，包括竞买须知所表述的有关矿产资源情
况（矿层厚度、矿石质量、储量等）与实际开采
有差距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地质灾害
防治、环境保护等要求、对特定采矿方法、选
矿方法限制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或者矿产资源
规划调整的影响、不可抗力的影响等风险。

竞买申请人参加竞买并提交申请，即视为竞
买申请人对采矿权现状和竞买须知已完全认
可并自愿承担所有风险。

（二）有关该宗采矿权的用地、用水、用
电、公路、环保、基础设施等工作，由竞得人自
行负责解决并依法完善相关手续。

（三）若竞得人竞得该宗采矿权后，在办理
采矿登记所需要件时进行安全、环境评价等认
定为不适宜开采的，该宗采矿权按不成交处理。

六、提出异议的方式与途径：
对本次出让的采矿权存有异议的，应在

公示期截至前以书面方式向重庆市綦江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提出；对出让交易程序存有
异议的，应在公示期截至前以书面方式向重
庆市綦江区公共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提出。根
据所提异议的具体情况，按照《矿业权交易规
则》等相关规定进行妥善处置。

七、其他重要提示及要求：
该采矿权为已设矿权增划资源，矿区范

围分一、二采区，其中开采标高一采区+805
米~+640米，开采标高二采区+686米~+585
米。

序号

QJGC202106

采矿权名称
（暂定名）

重庆市綦江区安稳镇大堰
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地理位置

重庆市綦江区安稳
镇大堰村

矿种

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区范围
拐点坐标

详见《竞买须知》

资源储量

2824.96万吨

矿区面积
(平方公里)

0.3163

开采
标高

+805米至+585米

生产规模

100万吨/年

出让年限(年)

18.9

出让收益起始价
（万元）

11299.84

保证金金额(万元)

2260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中心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王拴牢 机构编码：000018500102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涪陵区八一路御锦江都B3幢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部分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涪陵区中山路6号（金科世界走廊）B区1-104-1、2-111-1、3-25、3-28、3-31、3-34、

3-37、3-40至3-86、4-5至4-9、4-11至4-33
成立日期：2002年05月16日 邮政编码：408000 联系电话：023-72776991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

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对营销员开
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
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中心支公司第一营业部
机构负责人：冉红江 机构编码：0000185001028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涪陵区八一路御锦江都B3幢第五层部分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涪陵区中山路6号（金科世界走廊）B区3-23、3-24
成立日期：2010年07月20日 邮政编码：408000 联系电话：023-72776991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

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
售业务；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证，分发保险公司
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岸区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唐阳
机构编码：000100500108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岸区亚太路9号8幢3-5、3-6、3-7、3-8、3-9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2号1栋1单元8-1号、8-2号、8-7号、8-8号
批准日期：2009年03月27日
邮政编码：400060 联系电话：023-6295693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

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日期：2021年07月0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三个双人项目摘金

▶7月27日，中国在三个双人项目上摘
金。图为中国选手陈芋汐/张家齐在比赛
中。当日，在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十米
跳台决赛中，中国选手陈芋汐/张家齐夺得
冠军。 本组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7月27日，姜冉馨（左一）和庞伟（左二）
在比赛中。当日，在东京奥运会10米气手枪混
合团体决赛中，中国选手姜冉馨和庞伟夺冠。

▲7 月 27 日，杨倩（左）/杨皓然在比赛中。
当日，在东京奥运会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
中，中国选手杨倩/杨皓然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