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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协科技志愿服务队走进万盛
本报讯 （记者 邓熙越）11 月 12 日，市科协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科技志愿服务队赴万盛经开区开展科技
志愿服务活动，来自科技志愿服务队的 12 名专家前往
7 个社区和企业，为 200 多人带来精彩纷呈的科技讲座
及相关技能培训。
在万新社区，陆军军医大学教授、重庆市营养学会
秘书长石元刚作中老年人营养健康知识专题讲座；在
重庆顺安盛钛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重庆理工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级工程师李春天用“讲座+现场操
作”的形式，为该公司技术人员培训常用金属材料的相
关知识和焊接工艺安全操作规程；
在塔山、红枫社区等
科普大学教学点科技志愿者为辖区群众开展了新市民
职业技能培训。
本次科技志愿服务活动深受群众欢迎与好评，大
家纷纷表示，专家的讲座通俗易懂、简洁实用、生动有
趣，让人耳目一新，深受教育和启发。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市科协将以“讲科
技”集中宣讲日的形式，陆续在各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试点区县高质量、高标准地开展科技志愿服务活动，
进一步扩大活动受益面和影响力，营造良好的科技志
愿服务氛围。
市科协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科技志愿服务队的专家在万盛经开区进行健康知识宣讲。

量质齐升 重庆工业经济加快复苏
新华社重庆电 （记者 黄兴）在上汽依维柯红
岩商务车有限公司整装车间，长达 300 多米的流
水线上，底盘、发动机、变速箱等装配工段一派繁
忙景象，每隔几分钟就下线一辆重型卡车……今
年前三季度上汽红岩销售重卡 5.8 万辆，同比增长
35.8%，但现有产能仍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为此，
上汽红岩在 10 月开工建设智慧工厂，在大幅提升
产能的同时，致力于提升智能化生产水平，带动产
品提质升级。
上汽红岩红火的产销形势，正是重庆工业经济
发展的生动写照。今年以来，重庆工业企业在快速
复工复产的同时，持续加码创新研发，
驱动产品迈向
高端，克服疫情影响实现“低开高走”。前三季度重
庆 第 二 产 业 实 现 增 加 值 7008.6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9%，凸显重庆工业经济加快复苏。
汽车产业是重庆工业经济重要支柱之一。作为
全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近年来因产品结构总体
偏低端，在市场下行格局下，重庆汽车产量连年滑
坡，进而拖累工业经济下滑。疫情暴发后，
车企面临
疫情冲击和市场下行的双重影响，产销普遍大幅下
跌，一季度重庆汽车产量下跌 45%。
“供应链断档阻滞是车企复工复产面临的头号
‘拦路虎’，我们强化对长安汽车等龙头车企复工
复产的支持，带动全产业链步入生产正轨，进入二
季度，汽车产量实现恢复性增长。”重庆市经信委
主任陈金山说，随之车企应势而动，纷纷推出新款
高端车型，抢占市场份额，带动重庆汽车产业产值
“一路走高”，今年前三季度重庆汽车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8.2%。

作为重庆汽车产业龙头企业的长安汽车，近十
年来累计投入近千亿元用于研发，迄今已掌握 200
余项智能化核心技术，70 余项智能化功能在量产车
型上搭载。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说，
技术红利、设
计突破促使销量猛增，近几个月热门车型 CS75 系
列、UNI-T 月均销量分别达万余辆，今年前 9 个月长
安汽车累计销售汽车 137 万辆，
同比增长 12%。
今年以来，
汽车市场上“重庆造”新车接连亮相，
驱动重庆汽车产业加速迈入中高端。记者采访了解
到，
得益于产品结构调整和新车型红利效应，
前三季
度重庆汽车产业同比实现扭亏为盈，前三季度利润
总额为 83.9 亿元，
已逐渐走出效益滑坡“低谷”。
作为重庆工业经济另一支柱的电子信息产业，
得益于订单放量、高附加值产品增多等利好因素支
撑，
前三季度实现利润 150.2 亿元，
同比增长 41.8%。
“汽车、电子等工业企业效益提升，还离不开政
府部门各项惠企纾困政策的支持。
”重庆市经信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重庆推出的 150 项惠企政策举措前
三季度已为各类企业减负 793 亿元。
“政府部门送来的
‘真金白银’
，
让企业资金压力
明显减轻。”上汽红岩总经理楼建平告诉记者，各类
优惠政策今年让上汽红岩受益超过 2200 万元，其中
减半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政策，就
为企业节省 1400 万元。
“随着企业轻装上阵，研发创新不断加码、产业
结构持续优化，重庆工业企业韧性明显增强，盈利
能力显著改善。今年前三季度，重庆规上工业企业
合计完成利润 826 亿元，同比增长 16.7%。”陈金山
表示。

巴南区科协召开科技工作者代表座谈会
本报讯 （通讯员 卢琳）11 月 11 日，巴南区科协
以“谋创新·思奋进·展未来”为主题，组织召开科技
工作者代表座谈会，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集思广益，共商良策。
座谈会上，与会代表集中观看、学习了十九届五
中全会专题片——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与会
代表结合自身实际和单位情况，汇报了“十三五”
期间工作开展情况、取得的实绩及下一步攻坚创新
方向，对巴南区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平台建设、协
同创新、政策支持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围绕
推进科技经济融合发展、构建巴南区“政产学研金
服用”协同创新平台等达成了共识。大家表示，通
过推进各类平台建设，强化统筹力度，整合优质资
源，帮助企业提高核心自主研发和自主知识产权能
力，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促进转型升级，共同打造完

善的创新链和产业链。
巴南区委有关领导表示，巴南区正在大力推
进科教兴区和人才强区行动计划，实施企业研发
投入、研发机构、新产品开发和制造业创新中心
“四个倍增”计划，着力培育商贸物流、生物医药、
军民融合、
“ 数智”、生态创新“五大千亿级产业集
群”。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进取、勇于创新，
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 ，敢创新、善创
新，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努力实现更
多“从 0 到 1”的突破。同时，巴南区将深入推进科
教兴区、人才强区工作部署，积极营造良好的创新
环境，厚植人才成长沃土，进一步在全区营造崇尚
科 学 、崇 尚 创 新 ，尊 重 知 识 、尊 重 人 才 的 良 好 氛
围，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巴南这块热土上建功
立业。

本报记者 邓熙越 摄

市药研所栽培团队
获金桥奖项目优秀奖
本报讯 （通讯员 岳中）日前，第十届中国技术
市场协会金桥奖表彰奖励大会在山东淄博举行，重
庆市药研所的“白芷、独活规范化生产关键技术集成
示范与应用”项目获得项目优秀奖。
据了解，
金桥奖是全国技术市场领域最高奖项，
由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于 2002 年批准设
立。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根据科技部授权，面向社会
开展金桥奖评选活动，表彰奖励在国内技术市场建
设、促进科技进步、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转化工
作中涌现的先进集体、个人和项目。

潼南区塘坝镇
高质量完成深化
“以案四改”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陈娇）近日，
潼南区
“以案四改”
监
督检查组第二组深入塘坝镇，
督查深化
“以案四改”
集中
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推进情况。
检查组查阅了问题台账等相关资料，对全镇干
部开展了警示教育和集体约谈。检查组指出，要充
分认识“以案四改”的重大意义和面临的问题，深刻
领会“以案四改”的具体要求。要聚焦责任落实，以
问题为方向、以结果为导向，倒逼党委主体责任、纪
委监督责任、部门监管责任落地见效。要坚持不走
过场、不打折扣，扎扎实实将党性教育“大讨论”、财
务管理“大检查”、干部作风“大提振”等“九项行动”
推向深入。要紧扣时间节点，加大力度、加快进度，
高质量完成深化“以案四改”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
确保真正改出良好政治生态、
蓬勃精神状态、健康发展势态。

长寿区卫生健康综合执法支队
开展执法人员业务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黄晓容 陈蕾颖）近日，
长寿区卫生
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组织召开2020年执法人员业务
培训会，
全面提高执法人员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能力。
培训会上，综合业务科对卫生行政执法中证据
种类、有关时限规定进行了培训，
主要对书证、物证、
视听资料、证人证言、现场笔录及其要求进行了详细
讲解，
对卫生行政执法中的立案、证据保存决定与处
理、听证、处罚决定、送达等内容进行了解读。职业
健康执法大队对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职业病
危害项目申报、工作场所职业卫生要求、职业病危害
定期检测及职业健康检查等内容进行了培训。并结
合一起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
“医师执业证书”从事
诊疗活动案例，就如何提高调查技巧、处罚送达、执
行等进行了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