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传来喜讯，

该院健美操队在 2019 年第八届全国健身操

舞大赛总决赛中荣获特等奖。

据悉，不久前，2019年第八届全国健身操

舞大赛总决赛在位于龙岗区的深圳市体育运

动学校综合馆举行，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

的 5000 余名选手进行了激烈角逐。重庆大

学城市科技学院健美操校队参加了4个项目

的比赛，最终获得轻器械健身操 2 级“特等

奖”，轻器械健身操1级“一等奖”，有氧健身

操舞“二等奖”，表演轻器械健身操舞“二等

奖”。同时，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健美操校

队还荣获了“最佳音乐奖”和“最佳服饰奖”，

指导教师郭双、邓淼被评为全国优秀教练员。

图为健美操队队员展示奖牌。

记者 陈仕川 摄

重大城科院健身操队获第八届全国全民健身操舞大赛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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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杨

雪）12月2日至4日，2019中国建

筑卫生陶瓷协会标准、科技、创新

工作会在永川召开，来自全国100

余家陶瓷及卫浴企业共200余人参

加。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

文良印致辞。

文良印在致辞中说，合作铸就

辉煌，共赢创造未来。此次会议是

建筑卫生陶瓷行业一年一度的大

会，会议规格高，影响力巨大，是致

力于建设国内建筑卫生陶瓷的重

要会议。会议在永川召开，对提升

永川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对

打造陶瓷及智能家居百亿级产业

集群，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衷心希望我们能以这次年会为契

机，增进彼此之间的互相了解，架

起沟通合作的友谊桥梁，成为互利

共赢的合作伙伴，让年会成为宣传

永川的好平台、大舞台，让更多的

企业了解永川、关注永川、落户永

川。

会议表彰了2019年度“中国

建筑卫生陶瓷行业科技创新奖”

获奖企业；表彰了2019年度第十

二批“中国建筑陶瓷、卫生洁具行

业企业信用评价”获奖企业；表彰

了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标准化

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同时

还召开了《卫生洁具便器用冲水

装置》《陶瓷砖试验方法——耐化

学腐蚀性的测定》等20余项标准

审查会。

据悉，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

是由从事建筑陶瓷、卫生洁具、厨

卫家居、相关企事业单位等自愿组

成的全国性行业组织，在企业与行

业、行业与政府之间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

2019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标准科技创新工作会在永召开
文良印致辞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张

玲）茶竹香四海，贤德耀棠城。12月

4日，永川区乡贤文化促进会换届大

会在区委宣传部会议室举行。区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德明参会。

赵德明指出，全区乡贤文化促

进会的换届工作圆满完成，是我区

新乡贤文化建设工作的一件大事、

喜事。新班子不仅要有新气象、新

面貌，更要有新作为、新担当。新

乡贤要做到加强自律、加强指导、

加强交流、加强研究四个“加强”，

切实发挥促进会作用，进一步深化

新乡贤文化建设。在工作推进过

程中，大家要深入贯彻《进一步加

强新乡贤文化建设的意见》等新乡

贤文化建设“纲领性文件”，确保新

乡贤文化建设沿着区委规划的“蓝

本”纵深推进，要体现新乡贤文化

的本质、本色、本真。区乡贤文化

促进会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在

抓好自身建设的同时，指导推动各

镇街乡贤联谊会、各村（社区）乡贤

参事会发挥作用。

会上，第一届区乡贤文化促进

会相关负责人总结了过去五年的

工作。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

事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据了解，永川区乡贤文化促进

会成立5年来，召开了“乡贤文化建

设理论研讨会”，出版了乡贤文化

理论建设论文集《见贤思齐》，深入

挖掘了乡贤文化内涵，团结凝聚了

全区1000余名新乡贤，在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

赵德明在全区乡贤文化促进会换届大会上指出

做到四个“加强” 深化新乡贤文化建设

重庆市特色杂粮创新示范团

队组建于2006年，经过多年的团

队人才构建与培养，逐步形成了杂

粮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特色杂粮新

品种培育与推广、丘陵山地杂粮绿

色轻简高效种植技术集成、特色杂

粮产后加工技术提升、杂粮产业功

能拓展技术研发等五大方面的特

色杂粮创新示范团队。实现了杂

粮产业从源头到终端产品的全产

业链研发与应用。团队整体协作

性好、科研运行效率高。团队成员

的专业涵盖了作物遗传育种、作物

栽培学与耕作、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农业环境保护、农产品加工、

农业科技示范推广等。既有明确

的人员定岗分工，也有紧密的团队

协助，团队科研与管理实现了一体

化运行。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区域产业
转型升级

该团队拥有3个省部级以上

的科技平台。分别是国家食用豆

产业技术体系重庆综合试验站、重

庆市杂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

市寡日照与高温伏旱区粮油作物

野外观测站，在国内杂粮科研领域

处于先进水平、西南片区杂粮科研

领域处于领先水平。

该团队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建

设能力强，培养打造了一支在科研

成果转化方面业务精通、技能过

硬、充满活力的专业化人才队伍，

提高了科研成果转化的效率和效

益。在大豆、高粱、蚕豆、绿豆、红

小豆、荞麦等特色作物方面开展连

续多年的研发工作，目前，已选育

出的高蛋白大豆、高粱、鲜食蚕豆、

绿豆和红小豆一系列新品种 28

个，在重庆及西南地区大面积推广

应用，累计推广应用面积380万亩

以上，新增产值3.2亿元以上。随

着成果应用面积逐年增加，重庆市

杂粮种植面积和产量水平同步提

高。重庆高粱栽培面积从成果应

用之前的12万亩(2007年)提升到

38万亩(2017年)，单产平均水平从

230kg/亩,增长到350kg/亩。大

豆栽培面积从成果应用之前的

136.8万亩(2010年)提升到161.1

万亩(2017 年)，单产平均水平从

116.9kg/亩，提高到131.8kg/亩，

增长12.5%。在“十三五”期间，杂

粮新品种应用面积已占到重庆市

杂粮总面积的40%以上，新品种产

量占重庆市杂粮总产量的45%。

重庆市杂粮栽培面积和生产水平

得到全面提升，为我国大豆振兴计

划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

农业创新有活力
重庆市特色杂粮创新示范团

队依托重庆市杂粮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要服务于全市杂粮产业发

展，开展从源头到终端产品的杂粮

全产业链研发与应用。形成的科

技成果在重庆永川、合川、大足、潼

南等渝西经济发达地区得到大面

积推广应用，同时在渝东南、渝东

北的城口、巫山、巫溪、武隆、奉节、

丰都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对

深度贫困区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该团队针对我市蚕豆赤斑病

高发频发的现状，采用抗病育种与

抗逆栽培相结合，进行种质资源和

栽培技术创新，攻克蚕豆抗赤斑病

育种与抗赤斑病栽培技术难关。

在蚕豆育种、栽培及病害防控领域

取得重大突破；针对重庆市绿豆生

产中存在的熟期不集中、易裂荚、

采收费工费时、品种混杂退化、产

量低、品质差、种植效益低的现状，

收集国内外绿豆种质资源，建立种

质资源圃、杂交育种圃和诱变育种

圃，筛选出一批优良材料，育成适

于机械化收获、高产、大粒、光亮、

早熟、抗逆的黑绿豆新品种；针对

重庆市大豆产区经度纬度跨幅小、

海拔高程差异大的环境特点、农民

耕作习惯和大众消费特征，培育适

宜不同海拔、不同季节生产的大豆

品种12个。新品种累计推广150

余万亩，新增总产值40500万元；

针对我市当前高粱生产上酿酒专

用高粱新品种极度稀缺的难题，利

用鉴定的高粱核心亲本材料和创

制恢复系，通过在重庆、云南和海

南等三地实施春秋冬三季穿梭育

种，快速创制抗逆优质高产特异的

高粱育种中间材料、恢复系，构建

骨干亲本资源库；针对深度贫困地

区山大坡陡、土地贫瘠，育成了直

立、抗倒伏、需肥少的芸豆新品种

两个、红小豆新品种两个，目前这

些新品种在重庆市城口县、巫山县

试验示范效果良好。

同时，创新团队还开展了园艺

性观赏蚕豆、豌豆、高粱、荞麦的研

发工作，在未来，杂粮作物将成为

现代乡村旅游与都市休闲农业的

载体，将粮食保健与科普观光进行

有机结合。

创新永远在路上
接下来，该团队将继续加强特

色杂粮科研，开展优质、多抗、功能

性、专用型品种选育，集成绿色、轻

简、高效栽培技术和生产模式，持

续推进杂粮深加工技术和杂粮产

业功能拓展技术研发。同时，依靠

现代农业服务信息网络，打造涵盖

杂粮新品种选育、产品开发及杂粮

创新团队科技服务的“渝豆”“渝

粱”“渝荞”等重庆杂粮品牌。建立

规范的杂粮农产品信息平台，使信

息化贯穿于特色农产品产前、产

中、产后的全过程，逐步将信息技

术应用到杂粮生产的全过程，确保

农民和企业及时、准确了解相关信

息，减少生产的盲目性，促进杂粮

产业健康发展。

激活农业创新活力
——记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特色杂粮创新示范团队

本报记者 付 丽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通讯员 王建

军）12 月 4 日，区人大南大街街道工委

组织区人大代表和辖区司法所、派出

所、平安建设办公室、应急管理办公室

等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在泸州街开展了

以“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法制集中

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人大代表和部门工作人员

向市民发放了《宪法》《反家庭暴力法》《市

政管理条例》《工伤保险法》《治安处罚法》

等法律法规宣传资料1200余份。司法所、

派出所、平安建设办等部门工作人员还向

市民宣讲了债务纠纷、邻里矛盾等群众身

边最现实、最具体问题的处置程序，引导群

众依法办事。

活动结束后，南大街工委还组织代表

专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切实增强代表依法履

职的基本功。

人大南大街工委：开展法治集中宣传引导群众依法办事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杨 雪）今年11月30日至12月

6 日是第十三届中国专利周。

期间，我区开展了集中宣传、知

识产权专题培训、走访知识产

权重点企业、知识产权行政执

法等丰富多彩的专利宣传周活

动，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质量

效益。

此次活动主题为“知识产

权 助 推 实 体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由区市场监管局主办，区

知识产权局承办。活动期间

重点宣传了专利工作成效，有

效激发实体经济创新活力，提

升创新主体知识产权制度运

用能力和运用效益；宣传我区

切实推动知识产权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新进展、新风貌、新

经验、新成就；宣传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区知识产权事业发

展壮大的不平凡历程和取得

的成就；宣传我区落实国务院

“放管服”改革部署要求，推动

知识产权事业稳中求进、高质

量发展的举措和成绩；宣传我

区在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

护、运用方面的政策和举措，

挖掘报道严格知识产权保护、

促进知识产权综合运用等方

面的典型事例等。

我区举行专利宣传周活动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钟 梅）12月

4日，中山路街道在兴龙湖广场开展了国家

宪法日宣传进社区活动。

当 天 上 午 ，由 中 山 路 街 道 综 治

办、司法所、人大办等部门工作人员

及区人大代表组成的普法宣传者向

过往群众发放《宪法》《反家庭暴力

法》《安全生产法》《婚姻法》等法律法

规宣传册，宣传宪法、人大代表选举

制度及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弘扬宪

法精神。

当天上午，中山路街道发放宣传资料

400余册(份)，悬挂张贴宣传海报15余幅，

解答群众咨询30余人次，受教育群众400

余人，营造了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

法权威的良好氛围。

中山路街道：宪法宣传进社区营造学法守法好氛围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赵 丰)12月4日，红炉镇人大组

织区、镇两级人大代表开展了

“国家宪法日”人大代表接访活

动。

在当天的接访活动中，人

大代表一边向过往群众宣传宪

法知识，一边耐心解答群众提

出的问题。同时，代表们还将

部分群众反映的原永川煤矿周

边监控设施少，存在安全隐患，

新建公厕蹲位太少，群众入厕

拥堵等问题详细做了记录。接

访活动结束后，代表们将立即

把收集到的问题向有关部门反

映，切实当好人民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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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张

玲 通讯员 宋世海 刘 畅）日前，教

育部公布了2019年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名单，全国新增青

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88所。我

区永七中、永十二中学、来苏小学、

宝峰小学等4所学校荣誉上榜。

据悉，近年来，区教委高度重视

校园足球运动，不断深化体育改革、

培养全面发展人才，把校园足球作

为夯实足球人才根基、提高学生综

合素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基

础性工程。各中小学全面贯彻《学

校体育工作条例》，不断更新体育理

念，统筹规划，完善措施，科学规范

课程，配备专业师资，完善一流设

施，加强足球训练，完善竞赛制度，

丰富足球文化。永七中通过采取确

保教师落实、队员落实、训练落实、

场地器材落实、经费落实的“五落

实”举措，充分满足师生足球运动需

求及不同体质学生锻炼的多样性需

求，保证了校园足球活动的有序开

展。永十二中全面贯彻《学校体育

工作条例》，将校园足球纳入学校发

展规划，积极营造氛围，丰富足球文

化，保证了学校足球工作的全面、健

康、和谐发展。 来苏小学高度重视

足球运动队的训练，基本形成了学

生有特长、比赛有成绩、社会有影响

的足球运动队建设模式。宝峰小学

落实工作目标，注重活动形式，注重

创新，重点突出学生的参与性和活

动实效性。

我区4所学校获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钟

梅）今年来，吉安镇以打造优质营

商环境为核心，坚持在优环境、强

服务上下功夫，着力解决群众关注

的用地、环保以及群众矛盾等3个

热点难点问题。

据了解，吉安镇一是在解决用

地问题上积极协调村民与基地之

间的不同意见，依法转化土地用

途。2019年，帮助企业协调土地

37 亩，新增工业总产值 2000 万

元。二是在解决环保问题上严格

环保准入机制。在重庆渝西矿业

集团富家洞煤业有限公司实行循

环产业发展。2019年以来，利用煤

矸石固体废物1.8万吨，生产矸砖

3000万匹；利用煤矿瓦斯250万立

方，发电700万度，循环产业延伸产

业年产值达1100万元。三是为解

决群众矛盾，新组建了“板凳龙”宣

讲队，开展主题宣传3场次，入户走

访群众300余人次，开展企业发展

专题座谈3次，解决问题11个，化

解群众和企业矛盾纠纷28件。

吉安镇：解决三个难题 优化营商环境

12月1日下午，2020《中华星少年——吉祥中国娃》青少儿新春盛典联

欢会永川分会场决赛在五洲城圆满落幕。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20组

永川青少年走上舞台大秀技艺，充分展现了永川青少年积极向上、阳光自

信的精神风貌。

据悉，2020《中华星少年——吉祥中国娃》青少儿新春盛典联欢会是由

中央电视台威海少儿影视基地联袂央视网推出的央视级全国少儿文艺汇

演盛典晚会。节目将于春节期间，在央视网、央视影视专栏播出。经导演

挑选，此次永川分会场决赛中的优秀节目将进入央视舞台汇演。

图为比赛现场。 记者 刘 灿 摄

2020《中华星少年——吉祥中国娃》青少儿新春盛典联欢会永川分会场决赛圆满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