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搭台筑基
重庆技能人才走向世界

积极参加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我市

于2015年底在全国率先建立13个世界技

能大赛市级选拔集训基地，最终美容、美

发、汽车技术、管道与制暖、电子技术、烘

焙、木工7个基地升格为国家级选拔集训

基地，比第43届增加5个，国家队选手数、

基地数均位居全国第五、中西部首位。

作为我市技工教育的“领跑者”，重庆

五一高级技工学校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
承担了汽车技术、美发、管道与制暖3个项
目的中国国家队集训基地任务，这放眼全
国也是极少见的。向集训要质量，该校合
理安排了日常技能训练、抗挫折训练、体能
训练、英语学习、心理辅导等，并采取国内
走训，举办国际邀请赛，出国参赛等方式锻
炼选手。

为更好地备赛、参赛，我市专门出台
了《世界技能大赛重庆市级选拔集训基地
管理办法》，并量身定制出一系列配套政策
激励选手参赛。在投入方面，我市更是“大

手笔”，通过积极争取市财政资金，拓宽融
资渠道，建立多方投入机制，去年投入位居
全国各省市前列。

据悉，我市选手只要进入国家集训队
就能得到“高级技师”的职业资格认证，此
外还有相应的荣誉、物质方面的重奖，吸引
力度很大。

创新探索
驱动技能人才培养新引擎

从申请市级基地到获评国家级基地，
我市7个基地严格对照世赛标准，在训练
场地、设施设备、日常运转、氛围营造等方
面做出创新探索。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是全国唯一
一所被授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
的高职院校，基地集结了多位国内外优秀
专家教练，通过“培、引、聘、访、考、研”，不
断优化基地教学团队结构和素质，进一步
提升参赛选手竞技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
院已经展开参加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的
准备，在全市率先组建起二梯队选手，由前
期淘汰的国家队选手进行陪练指导，通过
大徒弟带小徒弟、经验分享等形式让选手
集训成效更明显。

万州高级技工学校的木工项目基地
从零开始，在无设备、无教练、无选手的情
况下自筹资金，并多次与中国木工协会、中
国家具制作协会联系寻求技术、信息的支
持。该校还与德国公司多次联系，并聘请
该公司经理为该基地的技术专家，让一流
企业的加入为参赛提供了更多技术支持。

重庆机械电子高级技工学校作为世
赛中国电子项目培训选拔基地，与华为、广
东三向、重庆大学、重庆移动等企业、高校
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集训工作提
供了物资、技术、咨询等方面的支持。此
外，集训标准也与世赛无缝对接，90%的工
具及耗材均使用世界一流设备供应商。

参赛选手中有高职生、中职生、技校
生，也有企业行业的工作人员，而且大部分
还是外地人。无论他们是谁，只要在重庆
集训就能享受到最好的训练。

做强品牌
巴渝工匠走出广阔新天地

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全国选拔赛
中，我市承担了美发、美容、烘焙、烹饪4个
项目，共有来自22个省市、5个行业协会的
300余人参赛、1万余名观众观赛，为筹备
赛事积累了经验，也让巴渝工匠的影响力
进一步扩大。

《重庆市职业能力建设十三五规划》
明确指出，我市要做强技能大赛品牌，其中
完善世界技能大赛选拔参赛机制则成为了

“重头戏”。
据悉，我市将进一步加强选拔集训基

地建设，打造出一批国家级、世界级竞赛选
手孵化器，同时建立选手梯队培养模式，统
筹校内培养、市内挖潜、国内引进三个方
式，为世界技能大赛持续输送优秀选手。
此外，我市还将强化参赛项目技术支持，建
立一套针对世界技能大赛、适应世界技能
大赛的培养体系。

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相关负责
人谈到，我市还将以世界先进标准引领市
内竞赛，充分借鉴世赛的先进理念、技术标
准、比赛规则、工作流程和组织方式，不断
提高全市技能竞赛的办赛、参赛和管赛水
平，更多人因竞赛而受益。

第44届技能大赛刚刚拉开帷幕就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中国（上海）成功获得
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主办权。

世界技能大赛是当今最高层次的世界性职业技能大赛，已有60多年历史。我国
2011年才首次亮相第41届世界技能大赛，我市与世赛的“缘分”则是从第42届开始，
在过去两届大赛中共获1金1银2优胜的佳绩。

特别是在上一届的大赛中，重庆姑娘聂凤更是勇夺美发金牌，成为中国首个女
世界冠军。今年我市基地培养的7名选手代表中国冲击美容、美发、汽车技术、管道
与制暖、电子技术、烘焙、木工7各项目的奖牌。

让世界聆听巴渝工匠之声

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火热进行时
中国（上海）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主办权

对于重庆技能人
才而言，世界技能大赛
最终是属于少数人的舞
台，怎样在国内、市内乃
至家门口就能参加到各
类比赛以提升自我？

一直以来，我市都
在着力构建市级、区县、
行业企业层级技能大赛
体系，市人力社保局负
责统筹管理、政策制定、
监督检查、技术指导和
服务工作。在过去5年
职业技能竞赛蓬勃开
展，吸引市内80余万人
次参加竞赛。

目前我市职业技
能竞赛分为中国·重庆
职业技能大赛、行业和
区县赛、企业岗位练兵
3个类别。在中国技能
大赛方面，今年我市第
一次将其对接世界技能
大赛标准流程，并结合
我市重点行业和特色产
业，设置了小面制作、火
锅调味、轨道交通信号
控制等20个竞赛项目。

为积极配合国家申
办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
赛，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中新合作、渝港澳合
作等重大战略，今年我市通过举办中
国·重庆职业技能（美发）国际邀请赛，
邀请哥伦比亚、日本、韩国、俄罗斯、
英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的专家选手来渝参加对抗，促进了重庆
美发技术产业发展接轨国际标准。

按照巴渝工匠“2020”计划，我市
将每年举办中国·重庆职业技能国际
邀请赛，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培养一
批具有全球化视野、掌握国际一流技
术标准、比肩国际先进工艺水平的巴
渝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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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巴渝工匠2020计划”系列报道(三)

我市选手参加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管道项目、美容项目、美发项目比赛。

第42届世界技能大赛中，我市选手取
得1银1优胜奖的全国最好成绩。

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中，我市选手夺
得美发项目金牌、汽车技术项目第四名，实
现了金牌零的突破。

去年我市共计开展77场市内竞赛，涵
盖100余个职业工种，10万人参赛，3000余
人获证，188人破格晋升职业资格等级。

今年我市将举办31项市级行业竞赛，
涉及91个工种以及50场区县大赛、14个大
型企业岗位练兵，力争突破12万人参赛，
培养高技能人才 1500 名，新增“全国技术
能手”5名以上。

数读>>>

23版重庆新闻
2017 年 10 月 18 日 星期三
主编 欧阳锴 责编 张信春
美编 陈虹

CHONGQING
DAILY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0 月 1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
院获悉，为期半年多的白帝城大遗址考古
发掘工作日前通过专家组验收。

据了解，此次共完成考古发掘面积
2690平方米，清理南宋至明清时期的城
墙、城门等遗迹 20处，出土文物 300 余
件，南宋时期白帝城的城垣格局得到进一
步显现。

出土铁雷让人感受战争残酷

“位于奉节县瞿塘峡口的白帝城，自古
以来被视为兵家必争之地，特别在宋蒙
（元）战争时期。”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工

作人员孙治刚介绍，“对其进行考古挖掘，
对我们了解白帝城在南宋时期的城市拓展
和空间演变有重要意义。”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出土的文
物以南宋兵器为主，主要为各类铁箭镞、铁
矛、铁镦、铁雷、铜弩机、礌石等，军事色彩
浓厚。“出土的这些兵器是白帝城作为军事
要塞特别是宋蒙战争古战场的重要物证，
也对我们研究川渝地区抗蒙防御体系有着
重要意义。”孙治刚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文物中，铁雷的
出土无疑是一重要收获。“经过我们的初步
研究，发现其形体已具备火药武器的特征，
下一步我们会加强对其内部填充物的分析
和检测。”孙治刚说。

连环城布局
让白帝城抵御蒙古人进攻

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白帝城在南宋时
期又是怎样抵御蒙军进攻的呢？

“主要还是依靠它得天独厚的地形和
连环城的布局结构。”孙治刚说，通过考古
发现，南宋白帝城平面形状近似于马形，分
布在今白帝山、马岭（已淹没）、鸡公山（古
赤甲山）“两山夹一岭”范围内，由白帝城、
马岭夹城、下关、瞿塘关和子阳城组成，核
心区占地面积约2平方公里，城墙均为夯
土甃石结构，外城垣围合长度近7000米。
而此次清理的一段长约117米、最宽处约

7.1米的城墙遗址，体现出当时守军对白帝
城西部防御的重视。

“考古成果显示，南宋时期的白帝城实
质上采用的是‘连环城’‘城中城’‘城外城’
的布局模式。”孙治刚说，子阳城是白帝城
大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白帝城陆路防
御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整座城池连
环防御的重要节点，它和白帝城、瞿塘关、
下关城互为犄角，共同构成了南宋时期白
帝城的城防系统。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作为后续三峡
文物保护项目，本次白帝城大遗址的考古
挖掘只是一个开端，今后还会在这个区域
里按照大遗址保护的规划要求做进一步的
发掘。

白帝城大遗址出土文物300余件
以南宋兵器为主，是白帝城作为宋蒙战争古战场的重要物证

本报讯 （记者 刘蓟奕）
10月17日，重庆市体育局召开
新闻发布会称，2017重庆长寿
湖半程马拉松赛将于今年12月
10日在长寿区长寿湖长滨路开
跑。10月18日起，赛事报名通
道正式启动，市民可通过赛事官
网或微信公众号进行报名。

据悉，2017重庆长寿湖半
程马拉松赛由重庆市体育局、重
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主办，重庆
市长寿区文化委员会、重庆长寿
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重庆乐视
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根据赛事规模，本届比赛预
计参赛人数4000人，设半程马
拉松、10公里马拉松、迷你马拉
松（5公里）三个组别。半程马
拉松限报1000人，10公里马拉
松限报1500人，迷你马拉松限
报1500人。

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届比赛不仅设置了半程马拉
松这样相对专业的项目，也设置
了家庭迷你组、情侣迷你组这种
门槛较低、参与度较高的项目，
目的就是让更多爱好跑步的市
民能够参与进来。

2017重庆长寿湖
半程马拉松赛12月开跑

本报讯 （记者 王翔）
“《建军大业》真好看，作为一名
中国人，我更加自豪了。”10月
17日，涪陵区正式启动青少年
红色电影周活动，涪陵区罗云乡
中心校的200多名住校学生，在
晚饭后观看了播放的首部红色
电影《建军大业》。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涪陵团区委启动了以“传递
正能量、青春跟党走”为主题的
青少年红色电影周活动，拟通过
红色电影进院坝、进校园、进社

区的形式，丰富青少年业余文化
生活，激发青少年爱国爱党情
怀，引导青少年自觉将个人成长
进步与国家、家乡发展紧密联
系，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青
春、智慧和力量。

此次青少年红色电影周活动
将陆续在涪陵区的中小学、企业、
居民聚居点等地开展，持续一周
时间。各辖区的电影放映员将为
不同年龄特点的青少年播放《建
军大业》《建国大业》《小兵张嘎》
等各类红色经典影片。

丰富青少年业余文化生活

涪陵启动青少年红色电影周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10月16日，2017年度重庆优秀
原创歌曲征集评选活动启动，从
即日起到11月15日，重庆市音
乐家协会面向全市广大音乐爱
好者、词曲创作者征集优秀原创
歌曲作品。

据了解，本次优秀原创歌曲
征集评选活动由重庆市音乐家协
会和华龙网主办。重庆日报记者
在现场了解到，作为一项以“讲好
重庆故事，唱响巴渝赞歌”为主题
的活动，本次征集评选活动对歌
曲的体裁内容没有具体要求，提
倡个性化、多样化、生活化。从即
日起至11月15日，参赛作者可

将报名表、参选作品曲谱，以及
MP3、WAV格式的音频小样发
送至指定邮箱631581571@qq.
com。

据悉，本次活动的评选将采
用网络公众投票及专家评审相
结合的方式，其中网络投票占
20%，专业评审占80%。“为保
证比赛的权威性，我们还将邀请
国家级、市级相关专家担任比赛
评委。最终，我们会根据他们的
意见和网络投票的情况，从入围
作品中选出‘2017年度十佳原
创歌曲’和‘2017年度十佳原创
入围歌曲’。”主办方有关负责人
说道。

请为重庆写首歌
2017年度重庆优秀原创歌曲征集评选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杨艺）
把花椒、茴香放米缸中可以
防虫，大米不一定是越精越
好、越白越好，在盛米容器
里放几片螃蟹壳、甲鱼壳或
大蒜头能防霉变生虫……
10月16日，重庆市2017年
世界粮食日和爱粮节粮宣传
周启动仪式在忠县举行，工
作人员现场向市民普及了不
少爱粮节粮的小窍门。

10 月 16 日是第 37 个
世界粮食日，本周也是我国
第27个全国爱粮节粮宣传
周。我市响应国家粮食局号
召，以“爱粮节粮保安全，优
粮优价促增收”为主题，通过
实物、图文展示、现场演示、
资料发放、专家咨询、粮油健
康知识竞赛、爱粮节粮主题
征文、媒体宣传等形式组织
相关活动。同时，还将组织
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宣讲国家
粮食政策，推广科学储粮知
识，促进农民增收。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市还推选出了
2017年度市级爱粮节粮之星企业和个人，分
别是铜梁区储备粮有限公司和合川区储备粮
有限公司的周云利。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是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也是粮食流通改
革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之年，我市将以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引领粮食流通
工作，坚持“深化改革、转型发展”，推进重庆粮
食产业升级发展，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促进重
庆粮食流通工作科学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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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石柱中益乡坪坝村，村民在古色古香的土家族吊脚楼前劳
作。据介绍，该村位于石柱东北部山区，如今仍保留大量多种样式的
吊脚楼，其中冉家坝传统院落距今有100多年历史，成为独特的旅游资
源。目前，石柱正在制定相关保护和开发计划，按照农旅结合的思路
打造土家吊脚楼，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记者 崔力 摄

石柱土家吊脚楼
将成旅游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