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3日，万盛经开区城管局、公安分局等部门联合开展“脏乱差”整治。
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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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记者7月
27日从重庆高新区获悉，本月初，由高
新区企业赛迪奇智打造的一个工业领
域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智慧铁水运
输系统完成全流程单车重载铁水运输
上线试运行，运行期间调度作业衔接流
畅，无人驾驶机车运行稳定。这是国内
首个智慧铁水运输系统上线试运行，标
志着我国钢铁行业铁水运输全流程智

能化、无人化时代来临。
重庆赛迪奇智人工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志勇介绍，通过技术创新
和管理创新实现铁水运输的智能化和
无人化，对于钢铁企业智能制造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传统钢铁生产过程中，由机车牵
引铁水罐车完成高炉与炼铁车间的铁
水运输，每台机车配备一两名司机，司
机接受调度下发指令，人工选择行进
线路。运输途中，司机需12小时不间
断频繁上下车作业，重复操控机车、放
置铁楔、摘钩、扳动道岔、停车对位、识
别轨道上障碍物等一系列动作，操作

繁琐、劳动强度大，效率低。”张志勇
说，再加上高温、粉尘、噪声等恶劣环
境，带来的是高昂的人力成本投入、效
率提升瓶颈和巨大的安全隐患。“可以
说，无人化、少人化对铁水运输来说是

‘刚需’。”
2019年3月，中冶赛迪与创新奇

智合资成立赛迪奇智，打造以人工智
能应用产品解决方案为核心的创新型
科技企业。整个无人机车技术团队转
入合资公司，项目依托中冶赛迪在钢
铁行业的深厚积累和创新奇智在人工
智能技术的场景应用能力，加快实施
进度。

目前，这套智慧铁水运输系统已在
国内一钢铁厂进行单车试运行。整个
系统上安装了上千个传感器、网络数据
传输及控制设备，并建成人工智能调度
系统，使系统能够实现机车运输的全天
候环境感知、全障碍物精准识别，通过
数字孪生子技术，可实现铁水智能分
配、高炉智能配罐、机车智能配载、路径
智能选择等功能。

张志勇认为，该系统是人工智能、
智能化技术在工业场景的一次深度融
合。下一步赛迪奇智将联合中冶赛迪，
加大在重庆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
关项目的布局，使这套智慧运输系统在
更多企业、场景中应用。

据赛迪奇智预估，智慧铁水运输系
统全面上线运行后，将节省工厂运输过
程中 70%人力，设备利用率提高
12.5%，综合能耗下降5%-10%，大幅
改善工人作业环境，提高铁水运输效
率。

重庆高新区企业以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工业

国内首个智慧铁水运输系统上线试运行

居民生活周边区域环境“脏乱差”、
菜市场噪声扰民、夜市经营扰民……这
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却成了困扰
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大问题。

随着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工作的深入开展，关于这些“小事”的
举报件也屡见不鲜。环保无小事，为市
民营造舒适、洁净的生活环境，也是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一项重要内
容。为此，我市各区县聚焦“脏乱差”整
治，接到举报件后，通过开展多部门联
合执法、综合施策、立行立改，还居民洁
净、清静的生活环境。

江北
整治“脏乱差”
防止死灰复燃

7月15日，江北区收到中央第四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的关于华新
街一居民楼周边环境“脏乱差”的投诉
件。该投诉件称，华新街野水沟198号
楼周边环境“脏乱差”，影响附近居民的
生活质量。

接到移交投诉件后，江北区立即进
行整改，第一时间组织相关单位及部门
进行了现场核实，发现现场存在垃圾堆
积以及违章搭建等问题，立即进行整
改。

7月16日，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
看到，堆积的垃圾已清运完毕，违章搭
建也已全部拆除，地面整洁，从“脏乱
差”变成“洁净美”，附近居民都十分满
意。

华新街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了防止“脏乱差”死灰复燃，街道在中
野支路新增了一处综合行政执法岗
亭，加强巡逻规范市容市貌，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保障居民生活环境的干净、
整洁。

同时，华新街街道还将在该区域
增设四分类垃圾桶，引导居民分类投
放垃圾，避免垃圾乱堆乱放再次出
现。

涪陵
多部门综合施策
还市民清静生活

“步阳路5号经济开发公司楼下烧
烤店夜间经营时在门市外面摆放座椅，
产生喝酒划拳噪音，直至次日零点才会
结束。”

7月14日，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举报投诉后，涪陵

区多部门协同联动、齐抓共管，大力整
治夜市经营扰民问题，还市民一个清
静、清洁的生活环境。

涪陵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步阳路5
号夜市摊区是经涪陵区政府批准同意
设置的夜市摊区，经营时间为每天18
时至24时。经现场检查核实，部分经
营户在24时后还存在经营行为，居民
投诉情况属实。

“我们坚持综合施策，严禁餐馆在
店外进行食品加工、占用盲道和超时经

营等行为，依法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该负责人说，同时引导食客文明进餐，
减少喝酒划拳等噪声扰民行为。下一
步，将对步阳路5号夜市摊区实施网格
化监管，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工作
机制，及时纠正违法违规行为。

万盛
联合执法促规范经营
菜市场卫生环境改善

“小区大门外，一些商家尤其是卖
菜的摊贩总是将摊点摆在规划的黄线
外，让本来就不宽敞的道路变得狭窄，
还严重污染环境。”家住万盛渝南明珠
小区的业主向武明介绍。

7月23日，万盛经开区接办中央
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群众
投诉件，迅速开展联合执法，为居民排
忧。

“您好，请配合执法，主动将水果摊
移至黄线以内，否则将进行没收……”
万盛经开区城管局、公安分局等部门会
同万东镇政府开展联合执法。

24日，海棠社区渝南明珠小区大
门外菜市场“脏乱差”、噪声扰民得到
了较好整治，卫生环境得到了较大改
善。

万东镇党委副书记商利红表示，
接下来，将规范摩托车停车和摆摊设
点，同时举一反三，继续与相关部门开
展好联合执法，进一步加大对该区域
的日常管理，防止问题反弹，给小区业
主和周边群众营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
境。

我市各区县聚焦问题立行立改，多部门联合执法综合施策

整治“脏乱差”还居民洁净环境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胡梦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
习生 胡梦）7月27日，中央第四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移交第十五批
群众投诉举报件125件。其中，噪声31
件，大气19件，水10件，土壤4件，生态
4件，综合47件，其他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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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我市移交第十五批投诉举报件125件

本报讯 （记者 李珩）7 月 2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重
庆市防御雷电灾害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日前发布。按照《办法》要
求，我市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的雷
电防护装置，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今年6月以来，重庆多暴雨天气，
雷电监测也是气象台站关注的重
点。根据《办法》，市、区县（自治县）
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要开展
雷电监测，并及时发布雷电预报、预

警信息。
除预警外，市、区县（自治县）气象

主管机构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雷电发
生情况，划分本行政区域雷电灾害高风
险区、较高风险区和一般风险区，并向
社会公布。

“对建（构）筑物、场所和设施来说，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定安
装雷电防护装置。”市气象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的雷
电防护装置，则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重庆市防御雷电灾害管理办法》发布
新建工程雷电防护装置应与主体工程同时投用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通讯
员 唐紫宸）7月27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西南大学获悉，在意大利举行的第
三十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西南大
学郭涵煜搭档北京体育大学叶秋语获
得了网球女子双打冠军。这是中国大
学生体育代表团网球女双2001年首
次夺得冠军后，时隔18年，再度站上

最高领奖台。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自1959年开始

举办，素有“小奥运会”之称，是由国际
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的世界级大型
综合性运动会，每两年一届。

据悉，郭涵煜和叶秋语搭档不仅获
得了女子双打冠军，还获得了女子团体
冠军，一共获得两枚金牌。

西 南 大 学 学 生 偕 搭 档
获世界大运会网球女双冠军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 实习
生 袁凯）毛坯料摇身一变成了精致的
烟灰缸,电子产品装调实现温度自定义
调控……7月26日，由市总工会主办
的“中国梦·劳动美”献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暨重庆市第四届制造行业职工
劳动技能大赛在重庆市机械高级技工
学校举行，3个工种的144名职工同台
较量，大显身手。

据了解，本次大赛共设置焊工、电
工、数控铣工 3个工种，参加决赛的
144名职工都是市国防邮电工会、市机
械冶金工会系统所属企业及其他制造
行业重点企业的在岗职工。

在数控铣工竞赛现场记者看到，一
个方形的毛坯料在经过3小时编程、调
试、加工之后，摇身一变成了精致的烟灰
缸。大赛总裁判长邱庆告诉记者：“数控
铣考察的不仅仅是编程。在任何一个中
间环节，毛坯料都可能出现细微的变化，
这就需要操作人员更加精准把握，不断
改变编程代码，以达到最佳状态。”

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整个竞
赛包括理论知识竞赛（笔试）和实际操
作竞赛两个部分，总成绩汇总排名后，
获各项目一等奖的选手，将优先按程序
推荐申报2020年度“重庆五一劳动奖
章”。

重庆市第四届制造行业技能大赛举行
3个工种144名职工同台较量

赤水河畔，四川省古蔺县太平镇
上，有个提着墨桶和红军一起刷贴标语
的孩童铜像。铜像有其原型——当年
的“红小鬼”车盛寅，他如今已92岁。

“我亲眼看见红军渡赤水！”石梯斑
驳，太平镇大树婆娑。车盛寅在33年
前就开始在镇上为群众免费提供茶水、
义务讲述红军故事，一直讲到了现在。

“1935年春，听说有部队要过，其他
人吓得躲进了深山，只剩下9岁的我和身
患残疾、行动不便的父亲在镇上卖烤饼。”
每一次，车盛寅都会充满激情地回忆。

很快，从贵州土城“一渡赤水”的一
支红军进入了太平镇。车盛寅记得，先
是一队人很快地从街上跑过，随后大部
队来到镇里，挨家挨户轻轻地敲门。父
亲开了门，红军战士友善地和父亲交
谈，希望小盛寅帮忙转告乡亲们不要害
怕，尽快回家。

“红军是好人，红军是好人……”喊
声不断扩散，镇上的人们纷纷赶回，打

开家门迎接红军。小盛寅亲眼看见红
军在街头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果实、搭
浮桥渡赤水河等事件，他还积极协助红
军写标语、贴标语。

“共同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红
军是穷人的队伍，帮助穷人得解放！”车
盛寅记得当年自己挨家挨户张贴过的文
字。红军的墨汁用完了，车盛寅刮下锅
底黑灰，土法调出墨汁，派上了大用场。
长征在车盛寅心中播下红色种子，他
1946年参加革命，1949年6月加入中共
地下党组织。1986年离休后，他在太平
镇街头向本地学生和游客讲述自己和红
军的故事，宣传长征精神。

“我每次听车老辈子讲故事都有新
收获，尤其是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
一针一线，宁可睡屋檐下……这些都让
我感到纪检监察人肩上沉甸甸的责
任！”古蔺县纪委监委干部张艳说。

2016年，车盛寅主动腾出自家老
屋，建起“红色见证”展览馆。馆内展示
了当年红军使用过的银元等物品。

车盛寅的义务红色讲解员一当就
是33年，聆听他讲解的人已超过30万
人次。如今年龄大了，他搬去泸州居
住，可他仍不时返回太平镇继续义务讲
解红军故事：“我要为红军宣传一辈
子！” （据新华社成都7月27日电）

赤水河畔“红小鬼”红色讲解三十三年
新华社记者 谢佼

本报西安电 （记者 黄琪奥）7
月27日，以“礼赞新中国、书香新丝路”
为主题的第29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在西安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包括
400余家出版社在内的1200多家单位
云集于此，带来12万余种出版物。其
中，渝版通俗理论读物颇受欢迎。

相比较于前几届书博会，这届书博
会可称得上人气极旺。7月27日上午
10点，书博会的收银台前便已排起了
长龙。

重庆日报记者在位于B2馆的重庆
馆看到，自书博会开幕之后，来重庆馆

看书、购书的西安市民就络绎不绝，重
庆馆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

书博会何以吸引了众多市民？“以
西安交通大学为代表的众多高校的存
在，让西安具备浓厚的书香氛围，而此
次书博会开幕恰逢周末，更是让这里成
为众多市民‘打卡’热门地。”重庆出版
集团青少分社社长兼总编辑曾海龙表
示。

记者了解到，西安书博会不仅免费
对市民开放，组委会还免费向社会发放
8万张单张面额50元人民币的公益性
惠民购书券。

如何做好主题类图书出版，一直是
我国图书从业者关注的话题。在此次
西安书博会上，记者发现，和以往的“高
冷”范儿不同，出现在此次书博会上的
理论图书多放下“身段”，以深入浅出的
方式向读者阐释、介绍专业理论和知
识，其中渝版《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表
现尤为突出。

“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图书也买了
不少，但渝版《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所
选择的阐述角度，让我眼前一亮。”27
日的书博会现场，西安市民刘贤对重庆
日报记者说。

“理论类图书大变样的背后，体现
的是‘大学者写小书’这一出版理念。”
重庆出版集团副总经理高岭表示，之前
出版界有个误解，认为读者对理论类图
书需求不足，但事实上人们是渴望通过
这些图书了解相关理论知识以及国家
政策的，只不过过于生硬的表述阻碍了
这些理论的传播。

“我们在编撰《马克思画传》《马
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等图书时，相当
重视把理论与生活相结合。”高岭说，
例如《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就
通过对当前西方社会十种典型的批
判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逐一进行反驳，
深入浅出，让读者在“悦读”中了解马
克思主义。

“理论要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故事，
出版通俗理论类图书时，应把高深的理
论与读者的日常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引
起读者探究的兴趣。”高岭说。

第29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西安举行

渝 版 通 俗 理 论 读 物 广 受 欢 迎

（上接1版）
在渝北区王家街道组织下，手语

培训班报名踊跃，保税港区各企业管
理人员纷纷报名，辖区派出所、社区
居委会、物业公司、商户等单位也派
出代表，他们将接受两个月的专业手
语培训，学习日常生活用语、日常文
明用语、专业行业服务类用语等常用
手语。

“两天前，一名聋哑工人来办事，比
划了好长时间，我们都不懂他意思，双
方都急得满头大汗。”观月路社区工作
人员表示，手语培训很有必要，将逐渐
消除这类尴尬，也能更好地为聋哑人服
务。

庆铃集团
制定整改措施312个

促进高质量发展

庆铃集团党委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实抓
好，坚持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四个轮子”一起转，通过主题
教育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首先，我们
坚持把学习贯穿始终，认真学原著，特别
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企改革
发展和党的建设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精
神。”庆铃集团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学习的基础上，公司加强调查研
究，落实企业深入现场、查看现物、了解

现状的“三现”要求，到生产经营一线、
到车间班组，查找企业改革堵点、生产
经营痛点、基层党建盲点，形成公司“八
大”重点任务。针对重点难点问题，推
行到一线、到现场、帮班组、帮职工的

“两到两帮”工作制度，切实解决问题。
对存在的问题查找深、剖析透、检

视准，为整改落实提供了精准靶向。目
前，庆铃集团已收集意见105条，党员
干部检视问题290个，制定初步整改措
施312个。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积极
整改落实，加快推进实施智能制造、车
联网、自动驾驶技术等一批大数据、智
能化、绿色化为引领的创新项目；进一
步提升海外出口能力，重点开拓海外

“增量”市场，公司和市外经贸集团合力
搭建全市首个“陆海新通道”贸易平台，
满载125台庆铃自主品牌卡车的常态
化班列已成功首发；重点研发系列旅居
车、温控车、无人机飞控车等一批高附
加值多用途改装车。目前，自主品牌皮
卡和纯电动卡车已批量投放市场，全新
国六产品已具备量产条件，全新一代
4JZ发动机项目有序推进，新能源产业
布局加快，氢燃料电池卡车完成预研。

庆铃集团表示，公司将抓重点、补
短板、强弱项，着力推进技术创新等战
略重点课题，推动企业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新贡献。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7月25
日至27日，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前往南
川区、綦江区、万盛经开区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调研，逐一
督促指导落实全市脱贫攻坚现场工作
会议要求。他指出，要深学笃用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和视察
重庆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和陈
敏尔书记要求，把开展主题教育同打赢
脱贫攻坚战紧密结合起来，狠抓脱贫攻
坚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确保如
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任学锋实地调研了南川区河图镇
长坪村、大观镇金龙村、兴隆镇金花
村，綦江区永城镇中华社区、横山镇新
荣村、三角镇中坝村，万盛经开区丛林
镇绿水村、金桥镇青山村、石林镇庙坝
村和重庆华绿生物有限公司等，深入
田间地头，走访贫困户，与驻村干部、
农民群众、企业负责人等座谈交流，详
细了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情况。他
强调，要贯彻精准脱贫方略，下足“绣
花”功夫，从严从细从实检视问题，精

准精细解决问题，切实提高脱贫质
量。要把防止返贫摆在重要位置，坚
持对症下药，构建长效机制，做到摘帽
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
扶、摘帽不摘监管。要加强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衔接，走深走实“两化路”，
推进农业“接二连三”，着力打造品牌，
对接大市场，健全产业发展与农民的
利益联结机制，让贫困群众持续稳定
增收。要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
大“厕所革命”、垃圾和污水处理力度，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要压紧压
实区、乡镇、村党组织责任，发挥好驻
村帮扶干部和第一书记作用，加强扶
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盯紧盯牢盯实
各项任务，用足用活用好各类帮扶力
量，实打实、硬碰硬推动责任落实政策
落实工作落实。

在綦江区，任学锋瞻仰了王良故
居。他指出，区县在开展主题教育时要
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
色基因，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
践行初心使命。

任学锋在南川綦江万盛调研
狠抓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