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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丽)11月2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教育考
试院获悉，重庆市2020年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
数线出炉。考生可登录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官网（http://www.
cqksy.cn）、重庆招考信息网（http://www.cqzk.com.cn）查询成绩。

具体来看，专科起点升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文史、中医
类：180分；艺术类：150分；理工类：127分；经济管理类：125分；法
学类：193分；教育学类：163分；农学类：135分；医学类：145分。

高中起点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文史类：208分；文史
艺术类：170分；理工类：154分；理工艺术类：120分。

高中起点专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文史类：143分；文史
艺术类：99分；理工类：132分；理工艺术类：104分。

重庆市成人高考录取分数线公布

扩大机动车免检范围、取消小型汽车等驾照申请年龄上限、推行摩托
车驾照全国“一证通考”……

□本报记者 周松 实习生 张天杰

公安部推出的12项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新措施于11月20日起在我市正式实施，新措施包括推行摩托

车驾驶证全国“一证通考”、扩大机动车免检范围、放宽小型汽车
驾驶证申请年龄上限、可网上查询驾驶人交通安全记录等内容。

新措施的实施将给群众和企业办事带来哪些变化和便利？
昨日，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对此逐一作了解读。

1 推行摩托车驾驶证
全国“一证通考”

政策：11月20日起，内地居民和取得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港澳台居民，可凭身
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在全国考取摩托
车驾驶证，该规则适用于初次申领、增驾
摩托车驾驶证，但不包括持有军队、武装警
察部队、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驾驶证。

解读：四川籍居民张先生，想在
重庆考取摩托车驾驶证。改革前，他
需要提供在重庆的居住证或者居住
登记凭证；改革后，仅需提供居民身
份证即可。

推行摩托车转籍异地通办

政策：车辆所有人或代理人只需到转
入地车管所一次性办理摩托车转籍，车辆
档案信息通过网上转递。

解读：小张要将自己在渝中区车
管所注册的摩托车从重庆转籍到昆
明，改革前，需要先到渝中区车管所
申请办理变更迁出，需交验摩托车，
提取纸质档案，然后再到昆明市车管
所办理转入；改革后，只需直接到昆
明市车管所办理转入即可。

试行私家车登记持
身份证全省通办

政策：公安部在全国12个省（自治
区）进行试点（不含重庆），对本省户籍居
民省内跨地（市）异地办理新车注册登记
的，申请人凭居民身份证直接申请，无需
再提供居住证或居住登记凭证。

解读：我市虽不在此次试点省
（自治区）的名单中，但我市在2015年
1月下发了《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
警察总队关于进一步下放车驾管业
务权限的通知》，机动车登记业务全
市通办就已经全面实现。在大重庆
范围内，本市户籍居民跨区县异地办
理新车注册登记的，凭居民身份证直
接申请即可。

推行二手车出口临牌
异地通办

政策：外地二手车出口企业收购重庆
籍二手车用于出口的，既可以在企业登记
地车管所申请临时号牌，也可以在我市车
管部门申请临时号牌。

解读：如成都的二手车出口企
业，收购重庆籍二手车用于出口的，

改革前，只能在成都申请临时号牌；
改革后，企业可在重庆或成都两地自
愿选择地点申请临时号牌。

扩大机动车免检范围

政策：免检车型范围扩大：在实行6
年以内的6座以下非营运小微型客车免
检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免检范围，将6年
以内的7-9座非营运小微型客车（面包车
除外）、非营运大型轿车纳入免检范围。
延长检验周期：对超过6年不满10年的非
营运小微型客车（面包车除外）、非营运大
型轿车，检验周期由每年检验1次放宽至
每两年检验1次。

解读：改革前，仅 6 座以下非营
运小微型客车（面包车除外）在注册
登记后6年内免检，且在6-10年内需
要每年上线检验；改革后，9座以下非
营运小微型客车（面包车除外）在注
册登记后6年内免检，且在6-10年内
每两年上线检验。

放宽小型汽车驾驶证
申请年龄

政策：取消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
挡汽车、轻便摩托车驾驶证70周岁的年
龄上限。对70周岁以上人员考领驾驶证
的，增加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
试，保证身体条件符合安全驾驶要求。

解读：市民张先生已年满 70 周
岁，但是身体健康想考取驾驶证。改
革前，他不能考领驾驶证。改革后，
他可以在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
力等能力测试后，考取驾驶证。

优化大中型客货车
驾驶证申请条件

政策：AB类驾驶证的申请年龄调整
为：大型客车A1、牵引车A2、城市公交车
A3、中型客车B1、大型货车B2驾驶证的
年龄下限分别为22周岁、22周岁、20周
岁、20周岁、20周岁，年龄上限均由50周
岁调整至60周岁。此项措施也适用于持
有军队、武装警察部队、境外机动车驾驶
证申请驾驶证。

同时，该措施优化了增驾条件：
（1）申请增加大型客车准驾车型的，

已取得驾驶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准驾车
型资格五年以上调整为二年以上，已取得
驾驶大型货车准驾车型资格五年以上调
整为三年以上，或者取得驾驶牵引车准驾
车型资格二年以上调整为一年以上，并在
申请前最近连续三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
满12分记录。

（2）申请增加牵引车准驾车型的，已
取得驾驶中型客车或者大型货车准驾车
型资格三年以上调整为二年以上，或者取
得驾驶大型客车准驾车型资格一年以上，
并在申请前最近连续二个记分周期内没
有记满12分记录。

（3）申请增加中型客车准驾车型的，
已取得驾驶城市公交车、大型货车、小型
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资格三年
以上调整为二年以上，并在申请前最近连
续二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

解读：小张今年22周岁，已经取
得大型货车B2驾驶证2年，现在想增
驾牵引车 A2 车型。改革前，申请增
加A2准驾车型的须在24周岁以上，
小张不符合条件。改革后，申请增加
A2 准驾车型的放宽到 22 周岁，小张
符合申请增驾条件。

扩大体检医疗机构范围

政策：初次申请、增加准驾车型，办理
机动车驾驶证期满换证、提交体检证明等
驾驶证业务的，可以到具有健康体检资质
的二级以上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健康体检中心等医疗机构体检。
属于申请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
车，其身体条件证明仍适用原来的规定。

解读：2019 年 1 月 31 日，市公安
局和市卫健委联合下发《重庆市公安
局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
机动车驾驶人体检工作的通知》，将
体检医院申请条件放宽至二级民营
医院，率先将体检医院范围扩大。新
措施推行后，我市又新增体检站 26
家，其中在农村乡镇增设6家。目前
全市有公立医院126家、私立医院41
家、乡镇医院 15 家，共计 182 家体检
医院共211家站点，医院利用专网累
计办理换证128480笔。

便利残疾人家庭公用车辆

政策：普通驾驶人驾驶上肢残疾人专
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需要满足以下条
件：1、驾驶人需持有C2类及以上驾驶证；
2、驾驶车辆仅限于上肢残疾人专用的小型
自动挡载客汽车；3、驾驶人员限于残疾人
家庭成员及其他服务残疾人出行的人员。

解读：残疾人老张有一辆残疾人
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其子小张
为正常人，持有 C2 驾驶证，改革前，
小张因需要照顾老张驾驶老张的残
疾人专用汽车是不被允许的行为。
改革后，小张可以驾驶该车服务老张
出行。

推行道路运输企业
信息查询提示服务

政策：推行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
管理平台，客货运企业包括公路客运、旅
游客运、公交客运、出租客运、校车、货运
和危险品运输等企业，通过到车管所窗口
备案注册后，即可通过互联网平台
（12123）享受各项服务。

解读：某公司需查询掌握本单
位名下车辆及驾驶人交通违法及
事故信息。改革前，道路运输企业
不能及时准确掌握本单位车辆及驾
驶人交通违法及事故等信息，只能
派人到各交巡警支大队查询本企业
车 辆 和 驾 驶 人 的 违 法 和 事 故 情
况。改革后，该公司可以通过互联
网平台（交管 12123）随时查询本公
司机动车和驾驶人交通违法及事
故等信息。

推行驾驶人交通安全
记录网上查询

政策：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查询、下载近三年交通责任事故、准
驾车型变化、交通违法和记满分等记录，
方便其在申请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件、工
作应聘等生产生活中出示、使用交通安全
记录电子凭证。

解读：李先生要办理道路运输从
业资格证，改革前，需前往车管所窗
口打印纸质记录。改革后，李先生可
以通过自己手机上的“交管 12123”
App查询、下载、打印近三年交通责任
事故、准驾车型变化、交通违法和记满
分等记录，无需再前往车管所办理。

试点机动车交强险
信息在线核查

政策：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与银保监部
门机动车交强险信息共享，在办理机动车
登记、核发检验合格标志时，网上核查机
动车交强险信息，申请人无需再提交机动
车交强险纸质凭证。

解读：张女士新购买一辆轿车需
办理注册登记，改革前需提交纸质交
强险保单，改革后无需再提交纸质保
单，只需车管所通过系统核查电子保
单信息即可。刘先生的一辆轿车需
要年检，改革前在年检时需提交交强
险纸质保单，改革后无需再提交纸质
保单，直接由检测站核查电子保单信
息即可。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1月20日，作
为2020“重庆荷兰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荷
反应”重庆/鹿特丹双城影像作品展在巴国城
生态公园开展。

此次影像作品展由荷兰王国驻重庆总领事
馆、重庆市九龙坡区文化与旅游发展委员会主
办，重庆龙力巴国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
办。展览共展出作品近60幅，分别由荷兰摄影
师帕特里克与中国摄影师吴靓拍摄。

据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展是中国和
荷兰之间一次相互交流的过程，作品包括荷兰
摄影师拍的重庆影像，重庆摄影师拍的荷兰鹿
特丹影像，两位摄影师的风格截然不同，观看城
市的角度也不同。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展览使用

货运木箱作为作品载体，把常规的影像展览做
成了大型的影像作品艺术装置，对重庆、鹿特
丹这两座城市之间的文化属性进行了连接与
放大。“希望观众通过看展，能进一步了解重庆
和鹿特丹之间的共性。”策展人王远凌表示。

“重庆/鹿特丹双城影像作品展的举办，无疑
能进一步促进中荷之间文化艺术的持续交流，展
现两国独特的文化魅力，促进两地文旅产业发
展。”活动承办方龙力文旅执行总裁王天澜表示。

据悉，此次“中荷反应”双城影像作品展将
持续一个月，并对市民免费开放。

▶11月20日，九龙坡区巴国城，2020“重庆
荷兰日”在巴国城生态公园启幕，参观者正在

“中荷反应”双城摄影展观展。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重庆荷兰日”上演双城影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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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赵宇飞

在重庆市涪陵区百胜镇太平市村，50岁的况刚会上个月将8
亩榨菜栽种完毕，就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一缕缕丝线在她手
上，编织成一个个惟妙惟肖的手工饰品。

作为一名曾经的乳腺癌患者，况刚会经历了人生的跌宕起
伏。

况刚会原本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榨菜种植能手，日子过得有滋
有味。去年3月，厄运突然降临在她身上——她被确诊为乳腺
癌。手术、放疗、化疗……她前后共花费20多万元，基本丧失劳动
能力，全家也因此致贫。

去年9月，况刚会病情复发，但全家已负债累累，无力承担治
疗费用。“我当时觉得，这辈子没什么希望了。”况刚会说。

正在况刚会准备放弃治疗时，她的人生迎来了转折。去年10
月以来，重庆各级扶贫、妇联等部门与重庆南川金佛山中医院联
合开展扶贫专项行动，为贫困癌症患者提供免费治疗。

在涪陵区妇联的推荐下，况刚会到南川金佛山中医院接受免
费治疗。医院对她实施中药外贴疗法，同时结合内服中药调理。
经过3个多月的治疗后，况刚会好转出院。

“病好转了，日子就有奔头了！”如今的况刚会，不仅恢复种植
榨菜，还接受了涪陵区妇联的技能培训，农闲时在家编织手工饰
品，每月能有1000多元额外收入。

去年10月以来，重庆开展的社会扶贫专项行动，已先后对近
百位贫困癌症患者实施免费治疗，其中大部分患者已恢复就业或
务农，重新成为家中“顶梁柱”。

重庆丰都县江池镇邹家村贫困户甘一珍也是受益者之一。
她在2017年6月确诊乳腺癌以来，经历多次手术、化疗，病情多次
复发，家中欠下巨额债务，只能在家靠吃止痛药度日。

去年12月，甘一珍经丰都县扶贫办推荐，开始接受中医药免费
治疗。治疗两个多月后，甘一珍胸部包块软化，疼痛基本消除，红肿
基本消退，曾因癌细胞转移而无法活动的左手臂也能活动自如。

“现在身体状况越来越好，我要帮子女照顾小孩，让子女能安
心工作，还要多种几亩田，给家里增加收入。”甘一珍说。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重庆市未脱贫贫困户中，因病致
贫贫困户4951户，占全市未脱贫贫困户的60.56%。

“重庆推动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越来越多的企业、社会组
织、爱心人士等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发挥各自优势和作用，帮助
贫困群众治‘病根’、拔‘穷根’、树信心，提升发展能力。”重庆市扶
贫办副主任黄长武说。

针对贫困癌症患者的社会扶贫行动，是重庆防止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重庆已建立因病致贫返贫
监测预警和精准帮扶机制，探索将贫困边缘户的大病、重病患者
纳入扶贫保障范围，对负担较重的大病、重病患者加大慈善救助
等力度，防止因病致贫返贫。

（新华社重庆11月20日电）

“病好转了，日子就有奔头了”
重庆社会扶贫行动免费救助贫困癌症患者

本报讯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原党委书记、校长滕志
成同志，因病于2020年11月18日逝世，享年82岁。

滕志成同志系四川阆中人，1963年8月参加工作，
198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滕志成同志逝世

首任校长李秀芝的后人

重庆二外诚邀你参加学校80周年华诞盛会
南麓雪松映岁月，八秩春风育桃李。今年是重庆

第二外国语学校80周年华诞，学校将于2020年11月
23日-12月23日期间举办“成渝双城课改名校教育
论道”暨办学80周年教育成果展，开展校史文化、学
术研讨、校友情怀三大主题活动。届时，学校将召全
球之校友，忆青春之欣逢良师益友，思人生起航之初
心不改，讲述80年来数辈师生的教育故事，并站在新
时代教育改革的新起点上，展望学校的美好未来。

“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前身是创办于1940年的
重庆市立女子中学校，历经建校、搬迁、更名，目前已
有80年历史。”重庆二外党委书记、校长尹厚霖介绍，

“建校80周年以来，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历任
校长带领老师锐意进取，励精图治，为我市的基础教

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的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坐落于南山山麓、涂

山湖畔，占地近200亩，绿化面积近50%，是一所园林
式学校。近年来，学校已建成国家首批外语实验学
校、重庆市重点中学、重庆市中小学德育示范学校、重
庆市绿色校园示范学校、重庆市首个高中外语课程创
新基地。

学校在整理校史文化时发现，第一任校长李秀芝
的资料甚少。“为寻访李秀芝校长的踪迹，我们曾多次
前往重庆市档案馆查询相关资料。资料显示，李秀芝
早年毕业于北平女子师范学院，曾先后在美国伊利诺
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于1940－1941年任重庆
市立女子中学校长。”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理事长陈

正伟表示，学校非常期待李秀芝校长后人能够亲临学
校80华诞盛会，共同回顾当年的奋斗和求索历程。

“前天之女中，育巾帼木兰英姿飒爽；昨日之四
中，承统顺时建设新式学堂；今日之二外，必将永铭荣
光再创辉煌。”尹厚霖对学校未来充满了期望。他认
为，一代代二外人薪火相传的力量，必将助二外学子
铸中华之魂灵，启世界之眼光，让二外走向更加辉煌、
灿烂的明天，向着建设全国知名、兼具人文素养和科
学精神的国际认可的中学名校，扬帆再起航！

李秀芝校长后人可与二外联系
13983967918黄老师
13508349853樊老师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电子商务营业部
机构负责人：皮长明
机构编码：0000025001068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18号拓展区A3栋第1层（左半层）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18号拓展区A3栋第1层（左半层）、凤凰A座1楼

2-2号
成立日期：2007年09月07日
邮政编码：401121 联系电话：023-88601724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

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1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垫江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谭朝辉 机构编码：00012750023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垫江县牡丹大道88号温州商贸城A第三层3-1、3-2、3-3、3-4、

3-5、3-6、3-7、3-8、3-9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垫江县牡丹大道88号温州商贸城A第三层3-1、3-2、3-3、3-4、

3-5、3-6、3-7、3-8、3-9、117、118、119
成立日期：2014年1月24日 邮政编码：408309 联系电话：023-74503668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

业务；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19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12项交管新措施给你带来哪些便利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1月20日，由艺真文化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出品，艺真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共奉节县委宣传
部、重庆优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摄制，在奉节取景拍摄的扶
贫题材影片《橙妹儿的时代》登陆全国各大院线。

据介绍，影片《橙妹儿的时代》以海归农业博士橙妹儿、长年
研究柑橘种植技术的关怡、橙妹儿的爷爷奶奶等三代人为主线，
以扶贫干部楚黎明、农业技术员江文玲、追随橙妹儿而来的乡村
建设研究人士郑明磊等为副线，贯穿电商扶贫、观念转变、产业开
发等，生动讲述了偏远乡村精准扶贫、脱贫致富的历程。该片由
重庆籍导演罗英执导，曾获得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文学艺
术发展专项基金、重庆市“扶垚计划”等项目的专项资助。

《橙妹儿的时代》登陆全国各大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