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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楠/文 孙凯

芳/图） 1月4日，由市委宣传部、

市直机关工委、市安监局联合主办的

重庆市安监系统“榜样面对面”党的

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走进我区。

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孙华山，市

政府副秘书长罗德，市安监局局长冉

进红，重庆煤监局、市煤管局局长方

佳军，区委书记王越，区领导杨邦

维、陶世祥、陈建坪等出席活动。活

动由冉进红主持。

王越在致辞中表示，安全生产，

关乎生命；安全发展，人人有责。党

的十九大吹响了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前进号角，我们

要全面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牢固树

立安全发展理念，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

命为代价”的重要指示，始终绷紧安

全生产这根弦，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

范作用，把安全意识、安全责任落实

到生产各领域、全过程，严防各类事

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活动以“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为主题，采取朗诵、纪实、人物访

谈、歌唱等多种形式，通过安全生产

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广泛宣传

党的十九大精神，促进安全生产工作

上台阶。活动分十九大的光辉、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美好生活平安是福、

依法治安责任在肩、忠诚可靠勇担

当、伟大梦想伟大事业六个篇章进

行。

“只要身体允许，我就会一直干

下去。”、“安全责任重大，不能有丝

毫马虎”……在“与榜样对话”环节

中，来自安全生产监管一线的专家、

执法者及企业的安监员等老中青三代

安监党员依次登台，结合自身工作经

历，畅谈当年如何走上安监岗位，并

通过阐述自己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认

识，引发人们对“生命至上，安全第

一”的思考。各位先进典型朴实的语

言和感人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在场的

每一位听众，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据悉，本次宣讲活动是市安监系

统“榜样面对面”宣讲的第二场，整

个活动将持续到2018年3月。期间，

市安监局将组织一批宣讲分团，深入

基层开展宣讲。

区人大代表分组初审
区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各项报告

本报讯 （记者 喻庆） 1月2
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赖明才主持
召开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决定人事任免有关事
项，听取和审议区十八届人大二次
会议代表资格审查报告等。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何友明、应平、陈天
明、向红、陈忠荣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决定张卫兵同志辞去

区十八届人大代表职务的有关事
项。会议还听取和审议关于区十八
届人大二次会议代表资格审查报
告；听取和审议关于沙坪坝区2017
年民生实事完成情况及 2018 年区
级重点民生实事表决建议名单的报
告；听取和审查区政府关于沙坪坝
区 2018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研究区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有关事

项。
区政府副区长周红玲、区法院

院长鲜亚勇、区检察院检察长陈
宏，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各专工委办
负责人、纪检组组长，区政府办、
区委组织部和各街镇人大负责人以
及部分区人大代表；区发改委、区
财政局列席相关议题；5名公民旁
听本次会议。

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九次会议

本报讯 （记者 喻庆） 近日，
一批重达300吨的大米，通过货船加
南向通道“渝黔桂新”铁海联运方
式，抵达重庆铁路口岸，目前正在进
行报关报检，之后将分销到重庆市
场。

据介绍，这批300吨的大米来自
东南亚国家柬埔寨，通过南向通道，
运输到重庆的。货商重庆汇亚供应链
管理公司总经理陈恒毅表示，目前第
一批300吨已到，在途还有3000吨。

据悉，作为重庆的第二条铁路国
际货运大通道，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渝黔桂新”南向铁海联运通道常态
化班列 （以下简称“南向通道班
列”）目前运行日趋成熟，不仅实现
了水果、大米的进口，越来越多的重
庆造产品，也通过这一通道，出口到
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地。

重庆高田工贸公司总经理谭干荣
创办的企业，主要从事办公椅子的生

产 和 销 售 ， 且 外 销 比 例 占 到 了
80%。过去，他的产品出口新加坡、
泰国等地，主要通过上海或者深圳，
再出海运往目的地，物流时间在17
天到25天左右。但作为常用办公用
品，长时间的物流运输对企业销售来
说，无疑是一块绊脚石，自从南向通
道开通后，他立即选择了这条新的通
道出口货物。

“以前我们从重庆运输货物到深
圳，需要1周时间，再从深圳出海，
大概10天，就是17天。”谭干荣表
示，“而现在，大概10天就搞定。”
除节省了时间，还降低了物流成本，
谭干荣以一个集装箱为例，给我们算
了一笔帐。谭干荣解释到，如果重庆
拖车到深圳费用是9000元，加上深
圳出海新加坡大概 3000 元，一共
12000元。而走南向通道，现在大概
费用不到8000元，每个集装箱可节
约4000元。

据谭干荣介绍，他的企业2017
年共发货480个集装箱，按照这一计
算方法，如果全部走南向通道，仅物
流成本就将节省近200万元。正是因
为物流时间的缩短，物流成本的降
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进出口企业关
注。从去年12月底开始，南向通道
班列在原来每周二、周五发车的基础
上，再增加1班，以满足国际国内物
流运输需要。截止目前，该班列已经
开行54班，运送2784个标准集装
箱。据悉，2018年南向通道班列开
行班列有望达到300班。

中新南向通道（重庆）物流发展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在重庆海关、国检的大力支持下，
加强与北部湾港务集团的联动，争取
在大米、木材、冻肉、整车等进口方
面有更大的突破，同时将重庆的摩配
产品、汽车产品销往东南亚国家。

本报讯 （记者 赵杰昌） 1
月 6日，重庆大学霍英东体育中心
捐赠暨奠基活动在虎溪校区举行。
澳门霍英东基金会捐资人民币3000
万元用于该体育中心建设，建成后
将是重庆高校中最大的体育场馆，
将向市民开放。

专程飞赴重庆参加项目奠基活动
的霍震寰表示，霍英东基金会向重庆
大学捐建体育中心，正是实现父亲遗
愿的最好见证。“1991年7月，应教
育部邀请，父亲携家人参观访问重庆
大学。他对学校的发展寄予厚望，并

宣布将向重庆大学捐赠一座现代化的
体育馆。”霍震寰说，霍氏家族一直
谨记父亲霍英东教导：爱港爱国，惠
民兴邦。

据介绍，早在1986年，原全国
政协副主席、香港著名实业家霍英东
先生捐资成立了霍英东教育基金会。
该基金会特设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
和青年教师奖，扶植新秀，奖掖群
贤。迄今为止，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共
为全国300余所大学近4000名青年
教师提供资助和奖励。

据了解，重庆大学霍英东体育中

心位于重庆大学虎溪校区东北角，总
建筑面积6.25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4.17亿元。该体育中心以“经济、实
用、节能、安全、可控、美观”为设
计原则，引入了体育街和动步系统。
建成后的霍英东体育中心将对外开
放，为广大师生员工以及校园周边群
众提供全天候室内体育运动和健身场
所，可开展足球、篮球、羽毛球、乒
乓球、排球等竞技类运动，设置室内
恒温游泳池，满足竞技比赛和健美
操、柔道、瑜伽等多种类的健身要
求。

本报讯 （记者 赵杰昌） 1月5日，记者从
区卫计委获悉，我区渝碚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土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近日获“全国百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殊荣。

渝碚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新举措开展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该中心对签约服务对象制定免费
体验包、个性化优惠包、免费基础包、有偿服务
包，做实履约服务，并针对卧病在床、行动不便
的老人等特殊签约对象提供无菌导尿、安取胃
管、褥疮护理、抽血化验、心电图检查等20余项
家庭出诊服务。同时，进一步转变服务模式，打
造了杨文梅家庭医生工作室，做到医防深度融

合。土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积极打造人文亮点，
传承志愿服务精神。深入开展志愿者服务在医
院、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志愿服务“五进”、青年
卫生计生志愿者义诊等品牌志愿服务活动，涌现
了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重庆市最美卫生计生志
愿者黄浩然等先进典型。同时，组织高校、社会
的志愿者为患者提供导诊、健康咨询、血压检测
等“健康一条龙”服务。

据了解，“全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中
国社区卫生协会评选，每年将评选一次，此次共
评选出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3家。其中，重
庆有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获此殊荣。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
“渝黔桂新”铁海联运班列今年有望开行300班

我区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跻身全国“百强”

本报讯 （记者 喻庆） 1月4
日至5日，沙坪坝区人大代表分组对
区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将要审议的区
政府工作报告、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法院和检察院工作报告及计划、
财政报告等进行了初审。

初审会上，代表们围绕“一中
心两基地一高地”建设、打造沙区
经济升级版和改善民生等方面积极
发言。大家表示，报告内容以事
实、数据说话，总结到位，为下一
步工作指明了方向，建议我区抢抓

机遇，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充分利
用教育、文化、卫生资源优势，大
力发展文化、健康、物流、养老等
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
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推进我区经
济社会发展。

北斗物联全球发布会暨物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我区举行
北斗（重庆）开放实验室揭牌 将推动我市北斗应用行业整体发展

重庆大学建全市高校最大体育场馆
建成后将向市民开放

本报讯 （记者 赵杰昌） 腊梅
绽放，北斗报捷。1月8日，“北斗物
联 万物互联——北斗物联全球发布
会暨物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融汇丽
笙酒店举行。北斗（重庆）开放实验
室正式揭牌，该实验室落地重庆大学
城，将进一步优化我市战略新兴产业
整体布局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重庆市
以及西南地区北斗应用行业的整体发
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市政府副秘书长罗德、中国卫星
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工
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巡视员盛喜
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副总设计
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谭述森，市经信
委主任陈金山，区委书记王越，区委
副书记、区长人选常斌，区领导陶世
祥、苟坪等出席大会。相关行业组
织、行业代表性企业等参加大会。

会上，举行了北斗（重庆）开放
实验室授牌仪式，标志着北斗 （重
庆）开放实验室正式纳入北斗开放实
验室分实验室序列。北斗开放实验室
领导小组组长、北斗卫星导航全球系
统应用验证系统总师赵文军为重庆分
实验室牵头承建单位——北斗科技集
团董事长何镇初授牌。大会还举行了
北斗科技集团首席科学家聘请仪式，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副总设计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谭述森被正式聘请为
北斗科技集团首席科学家。

北斗物联网公司在发布会上首推

三款基于北斗精准定位的物联网无线
数据模块——全网通智能LTE模块
S809、全网通4G无线数据物联网模
块 X97、 NB-IOT 无 线 数 据 模 块
X96。北斗科技集团发布了基于北斗/
GPS卫星定位导航系统的北斗地图。
北斗科技集团分别与10余家首发战
略合作单位举行了签约仪式。在现场

嘉宾的见证下，北斗物联网模块和北
斗地图成功发布。

大会还邀请了行业领军企业科大
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西南片区总经理娄
超、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
数据研究所云计算部副主任栗蔚、中
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物联网分公司副
总经理田丁、上海移柯通信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潘峰分
别就“人工智能魅力 谱
写智能生活”、“物联网与
云计算融合发展”、“布局
新一代物联网络2018释放物联新能
量”、“LPWAN （低功耗广域物联
网）物联网发展新机遇”为主题进行
了优秀案例分享。

据了解，北斗（重庆）开放实验
室秉承北斗开放实验室的宗旨，联合
重庆大学等科研优势单位，以北斗检
测中心的智能终端检测平台为基础，

释放北斗民用技术检测与研发的优质
资源，创新从高职到硕士阶段的北斗
民用技术应用和高端科研人才的联合
培养，助推北斗民用技术在北斗科技
集团实行的“5+1”项目模式应用上
的发展。

该实验室将遵循北斗开放实验室
的发展理念，专注于北斗导航军民融
合技术实际应用，开放环境检测室、
屏蔽室、暗室等仪器设备资源和实验
数据资源，与重庆大学进行校企合

作，共享高校国际合作专家资
源，实现北斗开放实验室平台各
成员单位的共赢。

下一步，北斗（重庆）开放
实验室将通过研发创新推进集团
设定的“5+1”项目的技术研发
进程，推出采用自主研发北斗芯
片的北斗地网系统、北斗物联网
模块、北斗智能穿戴设备，涵盖
北斗产业的上游基础元器件、中
游应用终端、下游基于运营维护
服务的各种应用领域，从而切实
推动北斗军民融合发展道路。

此次发布会由中国卫星导航
系统管理办公室、重庆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指导，北斗科技集团、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西部分院、重庆共享
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办，重庆市物联
网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重庆大学城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承办。

▲1月8日，北斗物联全球发布会暨物联网创新发展大会首发战略合作伙伴签约仪式。▲

活动现场，北斗研发的机器人展示。 记者 何超/摄

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

全市安监系统“榜样面对面”十九大宣讲活动走进我区

活动中先进典型面对面分享感人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