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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期重庆市深度贫困乡镇中小学生科技夏令营中，孩子们笑容灿烂。 （市科协供图）

寓教于乐 助力脱贫

市深度贫困乡镇中小学生科技营为山里娃放飞希望
本报记者 申晓佳

7月16日，第4期重庆市深度贫困
乡镇中小学生科技夏令营闭营。闭营
仪式上，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自2018
年1月举行首期活动以来，已有214名
品学兼优的深度贫困乡镇中小学生和
72名科技辅导员走出大山，参与科技
营。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持续举行的
科技营活动，不仅为深度贫困乡镇的孩
子们提供了接触科学知识、开阔眼界的
机会，也让他们感受到了童年的幸福快
乐，更加坚定脱贫的信心和决心。

走出大山进了城
山里娃大开眼界

“美丽的金佛山让我感受到了大自
然的神奇，通过科考活动，我认识到了
生命的价值。这几天下来，我学会了独
立思考、合作与互助，这是科技营赋予

我的财富。”
说起科技夏令营，巫山县双龙镇钱

家小学学生赵培涛露出了笑容。
他说，科技营组织大家走进金佛山

科考营地，辨认植物、采集标本，认识身
边的大自然；同学们分成若干小组，来
自不同乡镇的孩子们结交了新朋友，玩
在一起，也比赛谁学得快、做得好。而
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第二课堂的老
师们还为大家组织了烧烤晚会，在晚会
上，大家载歌载舞，享受着无忧无虑的
快乐。

“我最想感谢各位工作人员、我们
的带队老师和第二课堂的老师们！”
黔江区金溪镇中心学校学生田爱琳说，
许多同学和她一样，参加科技营是第一
次离家远行，心里很忐忑。但一路上，
老师们总是陪伴着大家，他们无微不至
的关怀，让大家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科技
营活动中。

“科技营里，大家可以边玩边学，同

学们的创意、想法都被激发出来，好多
人想成为科学家、工程师！”

巫溪县天元乡中心小学校学生张
宝淋觉得，在科技营，玩得高兴还不是
最重要的。他告诉我们，到重庆科技
馆、重庆仙桃国际大数据谷参观后，同
学们对人工智能、3D打印等新鲜事物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私下里，很多同学
都在讨论，今后想成为工程师、科学家。

“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动手做、做
中学’，既感受科学魅力，也享受童年快
乐，是我们设计科技营活动的一贯宗
旨。”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在有限
时间内尽可能地发挥科技营的科普、扶
智、扶志作用，市科协结合中小学生好
奇、好动的天性，让他们亲身体验科学
的奥秘，也在集体生活中学会互相关
心、互相帮助，体验到童年应有的幸福
快乐。

例如，第4期科技营，就围绕“红蓝

绿”三个主题设计活动。“红”以红色教
育为主，包括组织同学们到红岩革命纪
念馆等场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蓝”以
科技教育为主，包括在重庆仙桃数据谷
体验3D打印、了解大数据知识，在重庆
科技馆观看科学秀等。“绿”以绿色发展
为主，包括在第二课堂金佛山科学营地
进行植物物种研究等。三个主题特色
鲜明、层次清晰，把爱国主义、科技创
新、绿色发展融合在一起，让同学们在
最短的时间里吸收到更多的营养。

学生向往科技创新
乡村教师工作更踏实

“通过参加科技营，学生们对科技
创新更有兴趣，我们扎根乡村也更踏实
了。”

带队参加第4期科技营活动的彭水
县大垭乡中心校教师向寿明感慨地说，

过去，给孩子们上科技课，老师描述得
再生动，学生们也很难对科学、创新等
概念产生具体认知。参加科技营后，学
生们耳濡目染，不仅对前沿科技产生了
兴趣，也关心起了科技成果在生活中的
应用。

向寿明说，就在7月15日参观完长
安汽车工厂后，有学生向他提问：我们
能不能也利用高科技，造出更先进、更
全面的交通工具，让家乡变得更加通
畅，不再闭塞？

“过去，孩子们很少提到这样的问
题。我与这位同学约定，一起思考、探
索解决方法，让乡里的日子更好。”

向寿明说，科技营让山里的孩子们
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了直观认识，使他们
开始思考怎样才能用科技的力量改变
家乡。作为一名乡村教师，他感到自己
的工作更有价值了。他也下定决心，要
扎根乡村，把知识传递给更多学生，助
力脱贫攻坚。

事实上，有这种感受的教师，远不
止向寿明一人。市科协开展的回访显
示，绝大多数乡村教师表示，参与科技
营后，学生对科技创新的兴趣明显提
高，带动家长和身边其他同学更加关心
相关话题。

这样的良好效果，怎样才能在科技
营结束后继续延续？

“开展科技营活动，只是我市科技
助力精准脱贫的一个方面。”市科协相
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起，市科协已启
动“六个一”工程，助力深度贫困乡镇脱
贫攻坚，为困难群众送去实实在在的帮
助。其主要内容包括：在18个深度贫
困乡（镇）各建一个共享科技馆或科普
活动室、建设一批覆盖贫困村的乡村科
普e站、扶持一批科普惠农基地、建设一
支科技服务团队、建设一个农技协联合
会、帮扶一批贫困中小学生。

该负责人表示，这一系列举措，也
能给18个深度贫困乡镇的乡村教育提
供一定助力和保障，让更多乡村师生受
益。

扶智与扶志相结合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
察，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
能穷教育。要保证贫困山区的孩子上
学受教育，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

“持续开展科技营活动，是市科协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的具体举措之一。”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办好
科技营，市科协发挥组织优势，聚合了
社会各界的帮扶力量。深度贫困乡镇
所在区县（自治县）科协、重庆大学、红
岩革命纪念馆、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
能技术研究院、重庆仙桃国际大数据
谷、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华夏航空、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
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科技馆等单位，
对科技营给予了大力支持。承办科技
营活动的《课堂内外》杂志社和重庆第
二课堂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不断总结经
验，精心策划，力求把科技营办得更好。

该负责人透露，2020年，市科协还
将继续高质量举办2期科技营活动，一
方面让更多的山里娃走进城市，享受到
和城里孩子同样的科技教育资源；另一
方面，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助力，在
贫困中小学生的心中种下立志脱贫的
种子，为他们插上智慧致富的翅膀。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
电 （记者 高敬）记者
16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
第二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8个督察组已
于 15 日全部实现进驻。
截至15日晚，督察组共计
受理群众来电来信举报
809件，经梳理合并重复
举报后，向被督察对象转
办569件。

8 个督察组将对上
海、福建、海南、重庆、甘
肃、青海等6个省（市）和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2
家中央企业开展督察进驻
工作。这2家公司也成为
首批被督察的央企。

根据安排，第二轮第
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 察 进 驻 时 间 为 1 个
月。进驻期间，各督察组
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
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的来信来电举报，受理举
报电话时间为每天早 8
点至晚8点。

在督察进驻动员会
上，各督察组组长强调，这
次督察总的要求是“坚定、
聚焦、精准、双查、引导、规
范”，不断夯实生态环境保
护政治责任。

各省（市）、集团公司
党委（党组）主要领导同志
均作了动员讲话，强调要

全力做好督察配合工作，坚决按照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进驻工作安排，做好情况汇报、资料
提供、协调保障、督察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
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推进，取得实实在在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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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 实习生 胡梦）7月16日，中央
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移
交第四批群众投诉举报件80件，其
中来电举报68件，来信举报12件。

从投诉举报件类型来看，涉及
水污染投诉17件，涉及大气污染投
诉11件，涉及噪声污染投诉37件，

涉及土壤污染投诉1件，涉及自然生
态投诉7件，其它污染类型投诉7
件。从区域分布上看，主城区54件，

其他地区26件。截至当日，我市已
累计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交办投诉举报件246件，均已及

时转交相关区县和有关市级部门调
查处理。

根据安排，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 1个月
（2019年7月12日－8月12日）。进驻
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23—
63038191，专门邮政信箱：重庆市
A023号邮政专用信箱。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
天8：00－20：00，主要受理重庆市生
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移交第四批投诉举报件80件

7月15日，在两江新区长安福
特一工厂涂装车间不远处，挥发性
有机物处理装置正有序运行——喷
漆过程中排放的挥发性物质在经过
沸石转轮吸附浓缩、脱附后，被输送
至TNV燃烧炉充分燃烧，再通过管
道直接排放至外环境。“这套技术是
目前国际上较为成熟的VOCs（意
为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技术，经过高
温燃烧的废气完全可以实现达标排
放。”该企业工作人员介绍。

两江新区是全国重要的汽车生
产基地之一，拥有完整的零部件产
业链，其产业特性决定了VOCs是
辖区重要的特征污染物。为提升污
染物治理水平，减少污染排放，两江
新区通过提早分析规划、积极探索
新的防治方式，对VOCs进行深度
治理。

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两江新区已有
93家企业完成VOCs深度治理，挥
发性有机物年排放量由治理前的
7000余吨下降至1700吨左右，削减
约76%。

研究与治理并进
推动地方标准出台

近年来，随着大气环境质量要
求不断提高，VOCs防治工作备受
关注。2017年，环保部、发改委等6
部门联合印发《“十三五”挥发性有
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提出全面
加强VOCs污染物防治工作，以重
点行业与重点污染物为主要控制对
象，实现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与

产业绿色发展。
其实，早在2008年，两江新区

环保分局就曾开展涂装印刷行业含
VOCs废气排放现状与管理对策研
究，并提出加快制定VOCs排放标
准并进行总量控制的建议。

2009年，重庆顶正包材有限公
司试水开展VOCs治理工作，先后
累计投资2000万元进行无苯油墨
及溶剂的环保升级和废气深度治
理，并由此促成了顶新集团天津工

厂、杭州工厂4个工厂在治理技术上
的升级换代。

此后几年，两江新区进一步开
展了苯系物等有机污染物现状调
查与管理对策研究，提出加快制定
环境准入规定和重点行业污染物
排放地方标准的建议，还于 2013
年提出分时段、分行业、分重点开
展辖区VOCs深度治理的规划，同
时推进部分重点排放企业提前实
施。

实施全过程改造
93家企业完成深度治理

近两年，重庆市环保局、两江新
区管委会先后出台《重庆市主城区
及合川区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工
作方案》《两江新区工业企业挥发性
有机物污染整治实施方案》和《关于
印发汽车4S店污染治理的实施方案
的通知》，VOCs深度治理工作在两
江新区全面铺开。

以长安福特为例，截至目前，该
企业先后共投资3.2亿元，用于涂装
生产线改造和废气治理，在涂装生
产线改造过程中，一工厂更是为此
停产近2个月。除了设施改造，该企
业还通过提高汽车同色喷漆比例，
提高溶剂回收率等手段从源头减少
VOCs的排放。

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两江新区有93
家企业完成了VOCs深度治理，共
投入资金约6.3亿元，建成治理设施
126余台套，挥发性有机物年排放量
由治理前的7000余吨下降至1700
吨左右。

居民吴中碧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空气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她
家紧靠工业集中区，以前会闻到空
气中的油漆味，“近几年好多了，基
本上没闻到过了。”

强监管严执法
对深度治理单位给予奖励

对汽车和摩托车整车生产等
“五大类”重点行业，两江新区按照
“三阶段”“三控”“五环节”的治理方
式，实现对挥发性有机物全过程减
排的管理。

各企业实现了挥发性有机废气
治理工程与生产工艺水平相适应，
通过把污染治理设施作为生产设施
进行管理，保证了污染治理设施与
生产设施同步正常运行。不仅如
此，工业企业还建立起有机废气治
理设施运行与产污环节的管理台
帐，按照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
求，登记和统计含挥发性有机物原
料的购置、储存、使用及处理等资
料。

在强化监管、严格执法的同时，
两江新区还以“等量替换、增产减
污”的总体原则，对中南铝合金轮
毂、大江东阳、八菱汽配等企业实施
了整改期临时许可措施，不让企业
因为过渡期整治和深度治理影响生
产。为鼓励企业开展深度治理，近
年来两江新区管委会还分2批次对
60家VOCs深度治理单位给予一次
性补贴，共计2457万元。

两江新区

挥发性有机物年排放量削减超七成
本报记者 栗园园

7月15日，在两江新区长安福特一工厂，挥发性有机物（VOCs）处理装置正有序运行，技术人员对其进行实时监控。
记者 罗斌 摄

截至15日
晚，督察组共
计受理群众来
电 来 信 举 报
809 件，经梳
理合并重复举
报后，向被督
察 对 象 转 办
569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