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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近日，在一场偶遇的
车祸中，“雷锋的士”队员廖禄强为伤者雨中撑伞半小
时。他的爱心举动获得路人点赞，并向本报“爆料”。

那是9月2日凌晨2点过，大雨笼罩山城。“雷锋的
士”国泰大队雷锋队员廖禄强开车路过两江新区汽博
中心附近时，发现一辆车与行人相撞，伤者趴在地上
无法动弹。

廖禄强赶紧把车停在伤者后面，打开双闪，提醒
后面行驶的车辆注意避让。下车后，看到伤者耳朵不
停出血，又赤裸着上身，为了保持伤者体温，他拿出毛

巾为伤者擦干背上的雨水，又从车上拿出一件厚外套
为伤者盖上。

“雨越下越大，这名男子无处遮挡，伤势会更严重！”
廖禄强撑起一把雨伞，站在路边为伤者遮挡风雨，这一站
就是30分钟。一直等到交巡警和120救护车赶来，将
伤者送走后，浑身淋得湿漉漉的他才放心离开事故现
场。

深夜路遇车祸

“雷锋的士”司机为伤者雨中撑伞半小时

本报讯 （记者 曾立）重
庆高速公路服务区，如何引入更
丰富的业态，体现更鲜明的文化
元素和地域特色？9月12日，由
市人社局、团市委、重庆高速集
团共同主办的重庆高速公路服
务区青年创业创新大赛启动。
大赛除了向社会征集创意，还将
扶持一批创业者完成创业梦想，
助推我市高速公路服务区提档
升级。

重庆的高速公路服务区，未
来是什么样？此次大赛，主办方
将围绕重庆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文
化打造、商业业态创新、地方土特
产升级等方面，面向全社会，征选

可落地执行的方案。大赛将持续
两个多月，经过初期甄选的项目，
可以正式参与比赛，形式以路演
为主，分为初赛（每周项目路演）、
复赛（投资路演）、决赛（创业年
会）三个阶段。

参赛者不但可以公开展示自
己的创意和执行方案，还能获得
专业的导师点评及创业辅导，以
及与知名投资机构、天使投资人
面对面的机会。

据介绍，大赛评选出的优胜
团队，将引入我市高速公路服务
区，并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创业启
动资金，以及全方位的政策扶持、
定向培育和项目孵化。

高速公路服务区 请你来设计
重庆高速公路服务区青年创业创新大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曾立）金
九月“国通石油手机购油电商
节”启动以来，网上抢油票红包
热闹非凡。但本次电商节的福
利并不止于此。重庆日报记者
昨日从国通石油储油卡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通石油”）
获悉，本次电商节的另一大福
利，就是购油送油，即根据消费
者“手机油库”的存油价值，按年
化10.95%天天赠油。

今年 9 月，国通石油新版
APP正式上线，车主们只要成功
注册，就会自动生成一个“手机油
库”，相当于传统的储油卡。从
此，车主们开车到加油站，不用现
金、银行卡，只需一部手机，就可
轻松加油。

“手机油库是目前我们在全
国首创的功能。”国通石油相关负
责人称，为庆祝国通石油新版
APP正式上线，引导消费者使用

“手机油库”，使消费习惯从线下转
到线上，国通石油特意在金九月

“国通石油手机购油电商节”期间，
推出“购油送油”的优惠。

所谓“购油送油”，即
本月内，消费者只要在国
通石油 APP 的“手机油
库”里购油、储油，国通石
油将按年化10.95%天天
送油。

比如，消费者在其“手

机油库”购入10万元汽油，一年
内保持不变的话，可获赠价值
10950元的汽油，几乎相当于爱
车免费加油一年。但如果因为加
油消费，账户内剩余油额产生变
化，则根据实际存油价值按年化
10.95%天天赠油。

“年化10.95%，其送油价值
相当于银行利率的30多倍。”得
知在“手机油库”购油、储油还有
优惠，市民李先生乐不可支。

据了解，在“手机油库”购油
相当简单：首先，打开国通石油
APP，点击首页下方的“手机油
库”；进入“手机油库”后，点击“查
看使用”；然后点击“我要购油”，
输入购油金额和支付方式，就购
油成功了。然后，从第二天开始，
你就会发现，“手机油库”里的油，
天天在增加。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购油送
油活动，只有本月内在“手机油
库”购油的用户才能享受。10月
1日（含）后购油的用户将不再享
受该福利。

除了红包雨
网上购油每天还有油送

“雷锋的士”队员廖禄强。
（市“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供图）

9月12日，丰都县新堤村小学，
五年级学生在市人大机关干部辅导
下学习手工折纸。当日，市人大机
关妇委会还为该校送去了价值 1.5
万余元的空调机，解决了山区住读
学生宿舍冬冷夏热问题。自2011年
以来，该机关妇委会组织的“爱心课
堂进乡村”活动已先后走进三峡库
区忠县和丰都县的贫困村小，并资
助协调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

特约摄影 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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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乐山的风景真是太美了！渣滓
洞、白公馆等纪念馆也非常让人震撼！”9
月12日，在四川外国语大学新生报到点，
来自河北张家口市的2017级阿拉伯语专
业新生黎鹏兴奋地对带领他办理各项手
续的学长说。

目前正值各高校新生报到的高峰
期。来自各高校的新生情况分析显示，随
着近年高校招生人数逐年上涨，外地来重
庆读大学的人数也在增加。

重庆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外地
学生报考重庆高校主要有三大理由：发展
快、机会多；独特的山城地貌，美食和夜
景；以及深厚的人文底蕴。

发展快机会多是首选原因

“北京、上海、重庆，是我最想读大学
的3个地方。”黎鹏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自
己想学外语专业，因此在填报高考志愿
时，仔细查阅了专业的外语学校和所在城
市的情况。

“虽然与北上广相比，重庆还有一定
差距，但发展非常迅速。”黎鹏说，自己经
常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了解重庆。“重庆
是长江上游的中心城市，在商贸物流、金
融、交通、科技等方面发展都非常迅速，对
人才的需求也非常旺盛。”黎鹏认为，这对

大学生来说就意味着这里的机会多，也有
非常好的发展空间。

“我的表哥以前就在重大读机械工程
专业，毕业后留在长安集团工作。”来自山
西的重庆大学电气工程专业新生吴涧生
表示，重大的电气工程、建筑、自动化等专
业在全国都很知名，且这些专业在重庆的
就业前景都很不错。“我有不少亲戚或朋
友，都选择来重庆读大学，并在毕业时留
在了重庆工作。”

来自河南的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
新生吴洋则表示，除了重庆的发展机遇，
自己也很看重学校的教学氛围和师资力
量。“西政有很多优秀的法学教师，辩论式
教学也让学生很受益。”

“总体来讲，近几年重庆高校录取的
新生每年约 20 万左右，外省新生占比
30%左右。重庆发展快、机会多也成为外
省学生选择重庆的首要原因。”市教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我市高校教学条件不断改
善、学科优势不断增强也是吸引外地学生
来渝的重要因素。

山城地貌美食夜景很有吸引力

对不少大学生来讲，重庆独特的山城
地貌、美食和夜景也非常有吸引力。

“我比正式报到的时间提前了两天来

重庆。”重庆交通大学新生陈嘉力告诉重
庆日报记者，这两天自己陪父母和奶奶去
了朝天门、解放碑、洪崖洞等地方游玩。

“美丽的山城夜景、长江索道、解放碑的小
吃……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四川外国语
大学、重庆工商大学等高校，甚至还推出
了迎新手册，详细地为新生介绍重庆的
旅游路线、美食地图等，让外地新生大呼
贴心。

“重庆火锅真是名不虚传！”来自内蒙
古的重庆邮电大学新生王璨表示，寝室里
的几位同学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南山、南滨
路欣赏了夜景，还品尝了美味的火锅。“重
庆这座城市，虽然有趣的地形让大家有点
找不着北，但我们已经很快喜欢上了这座
魔幻、自带3D感的城市！”

厚重的人文历史底蕴加分不少

提前到校的黎鹏也游览了歌乐山、渣

滓洞等景点。“红岩精神让我们深受感
动。还有，磁器口的码头文化也极具特
色。”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新生、来自四
川广元的刘霈霈则表示，壮丽的三峡文
化、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以及川美在全国
的知名地位，是吸引自己报考川美的重要
因素。

“我高中时的数学老师就是西南大
学毕业的。他常常给我们讲起母校以及
关于北碚的种种事情。”来自江西的西南
大学经管学院新生何雅莉告诉重庆日报
记者，抗战时期，各界名流云集于北碚，
在这里留下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加上缙
云山、北温泉的秀美风光，让我对老师的
母校充满了向往，因此选择报考了西南
大学。”

“因为喜欢重庆，每到毕业时，都有不
少外省大学生会首先选择留在重庆工
作。”不少高校的招就处负责人向重庆日
报记者证实，近几年，留在重庆工作的外
省大学生的比例约在30%左右。

来渝读大学的外地生

缘何越来越多
机会美食文化是选择来渝

读大学的三大理由
本报记者 李星婷

近日，在重庆的一些大学报到现场，不少外地新生选择来重庆学习生活。
记者 卢越 摄

从国网重庆信通公司获悉，重
庆电力于近日部署建设西南电网
重庆段分区系统保护通信网。

据了解，西南电网分区系统保
护通信网，用以承载交直流协调控
制、全景状态感知、藏中联网通道无
功电压协调控制、藏中电网精准高
周切机四大重要关键系统，着重解
决渝鄂背靠背柔直工程及藏中联网
工程投产后，西南电网面临频率不
稳定、超低频振荡和长链式电网稳
定控制等问题，确保工程投产后电
网稳定运行。

该通信网将计划建设两条分
区系统保护通道，新增电路采用
1 + 1 配 置 方 式 ，传 输 速 率 达
10Gbit/S。将原有西南电力数据
网接入网汇聚层带宽由155M提
升至622M。

该分区系统保护通网的建设
将保障电网业务“高可靠，高速
率、低时延”的通信需求，实现业
务承载“双路由、双设备、双电
源”，业务管理“端到端，全透明”，
支撑保障重点工程投产后电网安
全、稳定运行。 杨渝海 田博今

重庆建设分区系统保护电力通信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