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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翔）9月25日
上午，川渝合作第一批示范项目——涪
江干流双江航电枢纽工程，正式开工建
设。这标志着涪江全江渠化和全流域
复航工程建设按下了“快进键”，对加快
推进成渝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涪江是嘉陵江的重要一级支流，
发源于四川省松潘县，主要流经平
武、绵阳、遂宁、潼南、铜梁、合川等
地，干流全长 670 公里，其中重庆段
约136公里。全流域规划开发21个

梯级，其中四川省境内16个，已建成
投运和在建12个，正在规划4个；重
庆境内5个，除双江枢纽外，潼南、富
金坝、安居、渭沱 4个枢纽均已建成
投运。

此次正式开工建设的双江航电枢
纽，位于潼南区双江镇仙鹅村，是川渝
合作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点
航运项目，是2018年、2019年市级重
点工程和“十三五”综合交通规划建设
重点项目，是涪江干流重庆境内五级
梯级开发中的最后一级。枢纽上接遂

宁市三星航电枢纽，下连潼南航电枢
纽。项目开发任务以航运为主，兼顾
河道生态修复、城乡“三生”用水保护、
防洪、发电等综合利用，项目建成后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航运效益十分显
著。

枢纽工程由船闸、厂房等建筑物组
成，正常蓄水位为249米，库区涉及重
庆市潼南区和四川省遂宁市。船闸和
航道按 V 级标准设计（船 闸 尺 度
120m×12m×3.5m)，可通行船舶500
吨级，货物年通过能力313万吨。电站

装机容量4.8万千瓦，年均发电量1.74
亿度。计划工期5年，估算投资约20
亿元。枢纽建成后可渠化航道25公
里，其中重庆境内15公里，四川境内
10公里。

潼南区政府一负责人表示，潼南区
将全力以赴为项目推进提供全方位的
服务，确保工程按期建成投入运行，重
现涪江繁荣水运新盛景，构造川渝区域
经济新通道，推动川渝合作迈上新台
阶，促进川渝两地涪江沿线城市经济社
会发展。

川渝合作第一批示范项目

双江航电枢纽工程开工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张莎）9月25日，
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委、团市
委、市妇联、市关工委主办的2019年第
二季度“新时代重庆好少年”先进事迹
发布会在重庆市铁路中学举行，共评选
出“品学兼优 多才多艺”类、“积极进
取 勇于创新”类、“自强不息 助人为
乐”类30位“新时代重庆好少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中所讲
的，走在路上能了解得更清楚。”2017年
暑假，重庆市第八中学学生罗子骏从城
市走进了乡村，走访贫困户，帮助他们
收割庄稼，在这里，他体验了与平时不
一样的生活。回到学校后，他向同学们
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发动同学为
当地贫困户捐款捐物。在他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同学开始加入志愿服务队
伍，重庆市慈善总会专门设立了一项个
人资学金“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
童奖学基金罗子骏奖学金”。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早饭，放学急
匆匆往家赶，放下书包就喂猪、做饭、辅
导弟弟妹妹功课，等这一切结束已是深
夜，他才静下心来完成自己的作业。对
于云阳县盘龙街道盘石小学学生罗天
佑来说，家里的“顶梁柱”是父亲，但父
亲不在时，这也是他的角色。

虽然过早地品尝了生活的艰辛，但

这却培养了罗天佑自强自立的精神。
他说，自己虽然不能像同龄人一样天天
嬉戏玩耍，但只要能为家里分忧，他就
是快乐的。

重庆市巴蜀小学5年级学生杨紫涵
在两年前开通了个人网络电台“紫涵成
长营”，通过朗读，和听众一起学习故
事、积累成语。截至目前，她共录播节
目 211 期，包含故事 200 余个、成语
4000多个，她的首个专辑“紫涵成语小
学堂”已经顺利完结，收听人次突破了
1.3 万，其中最远的听众来自美国。
2017年4月，通过自我介绍、模拟解说、
现场答辩等层层选拔，杨紫涵成为了重
庆科技馆特聘“小小科技辅导员”，先后
承担了“防灾救灾厅”与“临时展厅·森
林与我”的讲解工作，服务人次过千。

据了解，从2018年起，为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帮助未成年
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通过多渠道
推荐挖掘，精心选树培育，全市共评选
出150名重庆好少年，其中3名被评为

“新时代全国好少年”。

30名学子获评第二季度“新时代重庆好少年”

9 月 25 日，九龙坡区重庆铁路中学，获评 2019 第二季度“新时代重庆好少
年”的孩子们上台领奖。

记者 崔力 摄

本报讯 （记者 周雨）9月25日
晚，“繁荣昌盛好”2019中国重庆国际
时尚周闭幕盛典暨荣昌夏布——张义
超非遗时尚大秀在荣昌区中国夏布小
镇举行。至此，为期6天的2019中国
重庆国际时尚周落下帷幕。

闭幕盛典上，66套由中国著名服
装设计师、中国纺织非遗推广大使张
义超设计的创意服饰缤纷亮相。作品
糅合了多年来她对荣昌夏布的创意精
华——建筑感强烈的造型设计，与精
美蕾丝、丝织物和提花织锦完美搭配
的原生态苎麻夏布；荣昌安陶双色绞
泥复合效果，纯手工绘画、刺绣、贴绣、
折纸等设计手法，以及植物花卉、斑驳
窑变、混色陶泥、传统戏剧元素、设计

师绘画作品、花鸟狗等丰富多彩的纹
样，构建出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承载文
明基因、融入当代创意思维的一件件
霓裳华服，呈现出当代时装设计师将
传统与时尚有机结合的非遗活化继承
成果。

张义超是将荣昌夏布搬上国际时
尚舞台的“第一人”。2016年至2018
年，她曾连续三年在中国国际时尚周
上，向世界展现荣昌夏布时尚创意作
品。此次亮相的66套作品，是她过去
设计的荣昌夏布时装的代表作品，也是
首次回到其创作的源头荣昌进行展示。

在活动现场，中国三峡博物馆对张
义超展示的一件夏布作品进行永久性
收藏。

2019中国重庆国际时尚周举行闭幕盛典

66套创意服饰大秀荣昌夏布魅力

本报讯 （记者 张莎）9月25日，
重庆市“文明新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
务行动来到沙坪坝区天星桥街道泉景
社区融汇温泉城，志愿者们向居民群众
热情宣传普及垃圾分类知识，示范指导
垃圾分类方法。

“烟头是其他垃圾、过期药品是有
害垃圾、酒瓶是可回收垃圾……”在垃
圾分类讲座上，志愿者张建峰以图文并
茂的形式，让居民们了解生活中产生垃
圾的种类，生活垃圾的分类方法；并用
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生动事例，让社

区居民了解有毒垃圾的危害,可回收垃
圾的利用价值。

张建峰介绍，社区已形成了一支
近百人的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进入
小区指导居民对家中的垃圾进行分
类，针对许多老年人对垃圾分类知识
不了解的情况，志愿者们还开展定期
讲座，传播绿色环保理念。目前，越
来越多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从“知
道要分类”转变为“知道怎么分类”，
从“知道很重要”转变为“自己要参
与”。

重庆市“文明新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行动走进沙坪坝

指导居民怎样垃圾分类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9月25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足球工作会上
获悉，我市已正式出炉《重庆市足球发
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以下简
称《行动计划》），将通过修建专业足球
场、打造高水平赛事等，争取到2022年
将重庆建设成为西部足球强市。

市体育局副局长张欣表示，《行动
计划》是未来三年重庆足球改革发展的
行动指南，重庆将从职业足球、青训建
设、校园足球、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品
牌赛事、发展保障等方面着手，提高全
市足球整体水平。

“在场地设施方面，将新建重庆两
江足球赛事中心。”张欣介绍，该中心不
仅包含我市首座专业足球场，还将新建
足球青训基地、足球商学院、足球版权

交易中心、足球产业园、足球特色国际
学校、山地特色足球公园、运动医疗康
复中心等配套设施。

记者了解到，未来重庆将以国家级
青训中心为引领，建立覆盖全市所有区
县的精英人才培养体系，其中万州区、
九龙坡区、沙坪坝区等8个区县成为重
庆市首批区级青训中心，同时还将组建
青训教练团队，完善青少年竞赛体系和
培养输送经营人才，并通过打造“市长
杯”青少年足球赛，促进足球青训水平
的进一步提高。

此外，为解决市民踢球难的问题，
未来还将利用闲置地、屋顶等修建一批
场地，并充分利用社区体育文化公园，
逐步形成布局合理、覆盖面广、类型多
样、普惠性强的足球场地设施网络。

《重庆市足球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公布

重庆首座专业足球场将落户两江新区

本报讯 （记者 陈波）9 月 25
日，我市2019年中央在渝企业和市属
企业接收安置退役士兵双向选择大会
在重庆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行。
144家中央在渝企业和部分市属国有
大型企业，800余名退役士兵参加此次
双选会。

据了解，此次双选会是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组建后第一次承办，双选会
坚持落实计划、重点照顾、人岗相适、
自愿选择的安置原则，搭建了接收单
位与退役士兵对接的交流平台，受到

了退役士兵和接收单位的普遍欢迎和
充分肯定。

据介绍，此次双选会主要由今年符
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且选择由政府安
排工作的退役士兵参加，需要完成对接
沟通、交流考察、填报《双选表》、审核确
认等流程。

双选会上，接收单位与退役士兵进
行了广泛沟通交流，双选会后接收单位
将对有安置意向的退役士兵开展综合
考察，签订双选协议，10月中旬完成双
向选择安置工作。

我市2019年中央在渝企业和市属企业接收

安置退役士兵双向选择大会举行

144家企业和800余名退役士兵对接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

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重要指示
精神，按照中央网信办要求和统一部
署，9月16日至22日，市委网信办联合
市委宣传部、市教委、市公安局、市文化
旅游委、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人
行重庆营管部、市通信管理局开展了
2019年重庆市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本次宣传周活动紧紧围绕“网络安
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主题开展，
期间共开展进基层活动4600余场，覆
盖基层单位4000余个，直接参与群众
800余万人。发送网络安全公益短信
1.24亿条，发放宣传资料191万余份，
覆盖电子显示屏2万余块。市属媒体
新闻报道网上总阅读量5200余万次，
新浪微博话题#2019年重庆市网络安
全宣传周#阅读量2665万次。活动有
力增强了广大市民的网络安全意识，提
升了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网络安全攻防大赛和高
峰论坛火爆十足

9月11日，网络安全攻防大赛的
网络直播现场，“国网重庆”队成功采取

“漏洞利用”获取“杭州安恒”队主机权
限，让网络安全专业人员看得过瘾。

本次网络安全宣传周共组织17支
高校、运营商、企业的优秀专业队伍开
展网络安全攻防大赛，256万人次通过
网络平台观看比赛直播。各专业队伍
在模拟真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行环
境下，围绕漏洞挖掘、新型漏洞利用、木
马攻击、跳板攻击等科目开展攻防混
战，实现真正的网络攻防对抗。深信服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大赛的承办单位
和技术支撑单位。

在重庆市网络安全高峰论坛上，知
名专家和学者齐聚重庆，现场就网络安
全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人才培养和生
态构建等发表真知灼见。重庆洞见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长河宣布：

“悬赏500万元诚邀全球黑客前来攻破
动态防御技术。”有参会代表指出，这彰
显了本土网络安全企业的技术实力。

区县各出奇招吸引800
万人互动参与

在合川区2019年首届网络安全
“童画”大赛展示活动中，来自南津街小
学等学校学生现场作画，“从娃娃抓起”
培养网络安全意识。

像这样的活动，在全市各区县、街
道、乡镇广泛开展。渝中区网络安全志
愿者深入基层社区，以漫画形式给市民
讲解生活中几种恶意二维码背后暗藏
的风险。涪陵区在核心商圈设立“签名

墙”，1000余名市民签名承诺文明上
网、安全上网，同步发起网上签名活
动。渝北区组织制作主题日代言人电
子海报，创作沙画《共同守护清朗网
络》，浏览量22万次。宣传周期间，各
区县、各单位和广大网络安全志愿者队
伍走进商圈、社区、农村、企业、机关、校
园、军营等，开展了4600余场网络安全
宣传活动，覆盖基层单位4000余个，直
接参与群众800余万人。

市级部门大显身手让市
民更懂网络安全

本次网络安全宣传周，牵头单位分
别组织了“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

“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
日”6个主题日活动。

在“金融日”，人行重庆营管部联合
市委网信办发布了个人金融信息网络
安全风险提示和防范网络金融风险知
识，组织举办了“2019年重庆金融业网
络安全竞赛暨科技业务劳动竞赛”，各
金融机构分行、支行、社区网点开展进
社区进基层活动1500余场，发放资料
36万余份。“校园日”举办“教育系统网
络安全攻防竞赛”，吸引300多支队伍、
1100多人参加。“电信日”向市民发送
网络安全公益短信 1.24 亿条，全市
2700余家营业厅播放公益广告，发放
宣传资料16万余份。在“法治日”，公
安等部门在全市所有商圈设置咨询台，
接受群众咨询。在“青少年日”，全市
38个青少年活动中心组织青年志愿者
进行广泛宣传。在“个人信息保护日”，
全市工会和妇联组织深入开展进基层

活动，制作《巾帼好网民 礼赞新中国》
H5宣传页等。

全媒体联动传播 多个
爆款融媒体产品涌现

“全媒体投入、全平台推广、全形态
传播”，是今年重庆市网络安全宣传周
的一个鲜明特点。

重庆日报、重庆电视台、重庆电台
等传统媒体在重要版面、重要时段进行
报道；华龙网、上游新闻、第1眼等市属
重点新闻网站全员投入、全力以赴；人
民网、新华网等中央驻渝新闻网站突出
转载、大力推送；腾讯、新浪、网易等重
点商业网站重庆频道积极参与、广泛传
播；今日头条、抖音、梨视频、蜻蜓FM
等商业平台多样呈现、精准送达；政务
媒体、户外媒体立体展示，各区县全媒
体矩阵联动、同频共振。

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全市媒体在
首页首屏大力推送，创作文字、图片、图
解、音频、短视频、H5等817篇融媒体
产品，总阅读量5200余万次。其中，
100万+产品7件，10万+产品41件。

网络名人和自媒体助力
网络安全宣传

本次网络安全宣传周还得到网络
名人和自媒体助力。巫溪县文峰镇的

“张漂亮”等几个“90后”开办的自媒体
“爆笑巫溪”，创作了《为了一部新手机，
陈西就差点搭上了自己的小命》等6期
发生在“筲箕湾”的网络安全情境剧，让
人在“爆笑”中深受教育，播放量220万
次。“网络安全，有你才行”——重庆籍

网络名人冯提莫在微博、抖音、斗鱼平
台发出视频倡议，吸引近1000万粉丝
关注本次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果子
哥哥”新米粒工作室、青少年新媒体中
心、触摸文化、尚渝网络等自媒体和网
络名人紧扣网络安全话题积极转发，有
效扩大了宣传报道的覆盖面。

给老百姓最关心的网络
安全问题支招

宣传周期间，50多家市内外网络
安全企业展示网络安全新技术、新应
用。网络安全互动体验专区让市民可
以亲身感知网络安全与自己生活的密
切关系。

市委网信办联合相关部门每天发
布网络安全风险提示。一个个真实鲜
活的案例，起到了生动教育效果。许多
市民表示，这些网络安全问题都在自己
身边，甚至亲身经历，这些防范招数很
实用、很管用。

西安四叶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重
庆办事处总经理陈璨表示，公司未来在
重庆的使命是更好地保障资产和生命
的安全，构建安全生态新世界。

市委网信办负责人表示，2019年
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取得显著成效，增
强了全市人民的网络安全意识，锻炼了
全市网络安全人才队伍，促进了全市网
络安全产业发展，增强了全市网络安全
防护的信心。下一步，市委网信办将会
同有关部门形成常态化的宣传机制，广
泛发动企业、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共同
参与，让网络安全成为全社会和每个人
的自觉习惯。

提升网络空间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00余万重庆人参与2019年重庆市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本报记者 张莎

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现场。 （市委网信办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实习
生 王天翊）9月25日，工商银行重庆
市分行与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下称市
工商联）联合启动“中小微企业之家”共
建项目，为中小微企业打造金融服务共
享平台。重庆日报记者在该项目启动
大会上了解到，“中小微企业之家”将重
点聚集“融资、融智、融才”三大功能，为
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投贷联动、融
智服务、股权信息等四大板块服务，以
缓解中小微企业信息不对称、融资难、
融资贵等问题。

市工商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市工商
联与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共建“中小微
企业之家”，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和市委、市政府相关部署，把国家支
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落到实处。各区
县工商联要积极配合，推动所在区域中
小微企业加入“中小微企业之家”朋友
圈，让这些企业获得“中小微企业之家”
提供的四大板块服务。

据悉，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将通过
现场办公、信用贷款、规模支持、押品扩
围、价格优惠、绿色通道、三箭发力、管
理共享、贴心保姆和减费让利等十大举
措，加快建设“中小微企业之家”，打通
银行资金流向中小企业的堵点，努力支

持中小企业加快转型发展步伐。
譬如，该行将为主业突出、治理优

良、市场前景和社会声誉良好的民营企
业，积极提供法人客户网上信用贷款、
经营快贷和税e贷等现有信用贷款产
品；针对不同企业的融资需求，扩大抵
质押物范围——在房屋、土地及金融资
产等传统抵押物之外，适时将商标权、
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及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采矿权等资产纳入抵质押
物范围；合理制定名单内企业的定价策
略，并给予企业适当贷款利率优惠；建
立中小微企业贷款审批绿色通道——
通过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审批及
优化审查审批流程等方式，力争在审批
放款效率上领先同业；对小型、微型企
业免收投融资顾问、融智e信等服务收
费，让利于企。

此外，还将加强“贷款+债券+股
权”联动，通过提供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及中长期项目贷款支持，满足企业日常
经营和产能延伸等资金需求；通过提供
债券承销及投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
帮助企业调整负债结构、改善财务报
表；通过提供产业基金、债转股、可认股
安排权及上市顾问等股权类业务，帮助
企业补充运营资金、增强资本实力。

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市工商联与工行重庆市分行共建“中小微企业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