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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化身“记者”提问
了解更多身边好榜样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谭柯
实习生 伍凤秋

黄实线黄虚线来了 即日起违停罚200元记3分

我市下半年遴选公务员126名 市工商局招人最多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黎静

重庆商报讯 昨日，记者从
市人社局获悉，我市下半年遴选
公务员 126 名，遴选单位包括市
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科委、市交
委等。有意者于8月14日至8月
22日期间报名。

据悉，我市下半年公开遴选
的 126 名公务员中，市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遴选6名，市科委遴选6
名，市交委遴选2名，市国土房管
局遴选 17 名、市地税局遴选 15
名，市工商局遴选 30名，市质监

局遴选 10 名，市体育局遴选 3
名，市安监局遴选5名，市档案局
遴选 4 名，市供销合作社遴选 2
名，市政协办公厅遴选4名，市检
察院二分院遴选 9名，市红十字
会遴选 1名，万盛经开区人力社
保局遴选12名。

其中，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市科委、市体育局、市档案局
(馆)、市供销合作社、市政协办公
厅、市检察院二分院、市红十字会
的遴选对象为：区县(自治县)级机
关、街道机关、市级机关下属参照
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市垂直管理

部门和中央在渝单位所属的区县
(自治县)级机关已进行公务员登
记备案且在编在岗的正科级以下
职务层次人员。

市交委、市国土房管局、市
地税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
安监局、万盛经开区的遴选对象
为：区县(自治县)级机关、街道机
关、乡镇机关、市级机关下属参
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市垂直管
理部门和中央在渝单位所属的
区县(自治县)级机关、区县(自治
县)级机关所属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单位已进行公务员登记备案

且在编在岗的正科级以下职务
层次人员。

本次考试采用网上报名方
式进行，报名时间为2017年 8月
14 日上午9:00至 8月 22日上午
9:00。报考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
登录“重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网”(http：//www.cqhrss.gov.cn)
提交报考申请。报考人员应在8
月 25 日上午 9:00 前，登录报名
系统进行确认和缴费。缴费成功
确认参考的人员，于9月 18日上
午 9:00 至 9 月 24 日 15:00 登录
报名系统打印本人准考证。报考

人员应按准考证上规定的时间、
地点参加考试。

对公务员年度考核结果为优
秀等次的报考人员，实行笔试加
分 制 度 。 对 近 三 年 ( 即 2014~
2016 年)公务员年度考核获优秀
等次的，每获一个优秀等次加 1
分；对近三年(即 2014~2016 年)
公务员年度考核优秀荣立三等功
的加 3 分。以上加分就高不就
低，加分累计不超过 3分。符合
笔试加分人员，请在 9 月 24~26
日，向所报考的遴选机关提交证
明材料。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代庆

多种方式严查违停车辆
昨日上午，在观音桥步行街环

道，一辆起亚小轿车正停在“黄实
线”的路边。交巡警赶到现场后，
按照相关规定，对该车进行了拖移
处理。

据市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对在施划黄线严管路段违法停
车的，将采取“自动抓拍+人工抓拍”
的形式，实现区域全覆盖24小时执
法。对自动抓拍不能覆盖路段，还
将进行高频次人工抓拍。同时，结
合路面警力和摩托车巡逻力量，强
化巡查执法管控，对施划“黄实线”、

“黄虚线”严管路段的违停车辆将依
法实施拖移，民警将开具强制措施
凭证，并将该影响道路交通通行秩
序的违停车辆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
地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
定的地点停放，并向机动车注册登
记的车主手机号推送告知短信。

车上有人一样要被处罚

据了解，施划了“禁止停车线”、
“禁止长时停车线”和设置了“禁止
停车标志”、“禁止长时停车标志”
的道路都是禁止停车的，并不是说
没有施划这种“黄实线”、“黄虚线”

的道路就可以停车。如果在这些施
划了“禁止停车线”和“禁止长时停
车线”的路段内违法停车和超时停
车的，即便是驾驶员坐在车内，也
将按照“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
示”，处罚款200元，记3分。

市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除了对施划的“黄实线”、“黄虚
线”路段进行严管外，还将设置相
关的标志标线，电警自动抓拍系
统，实时抓拍违停车辆，争取做到

“规范一处、依法严管一处、坚持管
好一处”的原则，同时以每3个月为
一个周期，分步设置“黄实线”严管
路段，滚动扩大严管区域。

观音桥环道的违停车辆被强制拖移 市交巡警总队供图 中华路上画出的黄实线 渝中警方供图

施划“黄实线”、“黄虚线”的
路段，是否可以临时停靠？临时
下客怎么办？针对这些问题，市
公安局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给
予了详细解答。

1.黄实线和黄虚线的区别是
什么？

答：“黄实线”表示禁止路边
停、放车辆，标线为黄色实线，施
划于道路缘石正面及顶面，无缘
石的道路可施划于路面上。距路
面边缘 30cm。黄色实线的宽度
为 15cm，或与缘石宽度相同，施
划的长度表示禁停的范围。

“黄虚线”表示禁止路边长时
停、放车辆。标线为黄色虚线，施
划于道路缘石正面及顶面，无缘
石的道路可施划于路面上，距路
面 边 缘 30cm。 黄 色 虚 线 宽 度
15cm，或与缘石宽度相同，线段
长100cm，间隔100cm。

2.在黄实线和黄虚线违法停
车分别如何处罚？

答：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对在施划“黄实线”路段停车和在

“黄虚线”路段超时停车的，将被
处以 200 元罚款，记 3 分的处罚。
同时对影响道路交通通行秩序的
车辆，将会被依法予以拖移。

3.施划“黄实线”的路段，是
否可以临时停靠？

答：不可以。施划了“黄实
线”的路段全线禁止停车，包括临
时停靠也不允许，即使有人在车
上也不允许。

4.在施划“黄实线、黄虚线”
禁止停车线的路段，临时下客怎
么办，比如出租车？

答：“黄实线”不允许临时上
下客，“黄虚线”同样表示此路段
只能临时停车上下客装卸货物，
立即驶离。在“黄虚线”起止位置
和路段中间都设置有辅助标志，
配合标线共同使用，如“限时 1 分
钟”等。

5.施划“黄实线”、“黄虚线”
的路段上，车辆可否骑到路缘石
上面停车呢？

答：不可以。在“黄实线”、“黄
虚线”的路段上，无论是机动车道，
还是人行道，都不允许停车。

6.对于违法停车的处罚有哪
些手段？

答：对在施划“黄线”（含实线
及虚线）路段违法停车（包括在

“黄实线”路段停车和在“黄虚
线”路段超时停车）的，一旦停车
将会被抓拍，并处以 200 元罚款，
记 3 分的处罚。同时对影响道路
交通通行秩序的，将会被依法予
以拖移。对在主次干道旁设有学
校、医院、机场、火车站等存在停
车特别需求的，将按照学校路段
限停 1 分钟，医院、机场、火车站
等路段限停 3 分钟的标准，明确
临停区域严管路段，对“限停”路
段超时违法停车的，一律按照违
反禁止标线相关规定处以罚款
200 元，记3分的处罚。

7.全市有哪些路段施划了
“黄实线、黄虚线”？

答：施划“黄实线、黄虚线”的
路段是城市重点主次干道、交通
枢纽、商圈等路段，按照停车扰序
的程度，由各区划定。目前施划
完成的黄线路段是：

■渝中区
中华路（起点：中华路新华路

路口，止点：大同路下口，长度：
800米）

■渝北区
金龙路（起点：锦红小区，止

点：电子校立交路段，长度：1400）
紫荆路（起点：新溉立交，止

点：黄泥塝立交，长度：1400米）
■两江新区
栖霞路（起点：龙城路，止点：

金童路，全程：600米）
吉乐大道（起点：人兴路，止

点：人和大道，全程：400米）
■大渡口
钢花路（起点：文体路口，止

点：新山村工行，长度：200米）
翠园路（起点：翠园路春晖路

路口，止点：翠园路松青路路口，
长度：300米）

■北碚区
康宁路（起点：状元府邸转

盘，止点：康宁路新体育馆路口，
长度：1300米）

胜利路（起点：胜利路口，止
点：电信局路口，长度：480米）

■江北区
红黄路（红旗河沟往洋河立

交方向，起点：洋河一路路口，止
点：洋河四路路口，长度：500米）

观音桥环道名店坊后端（起
点：观音桥环道接兴塔路口，止
点：观音桥环道名店坊，长度：
300米）

■沙坪坝
三峡广场环道（小新街、天陈

路、站西路、站南路、正升支路，
长度：3800米）

天马路（起点：马家岩下穿
道、止点:天星桥立交，全程：
1200米）

提 醒

主城这些路段已设黄实线黄虚线

昨日，记者从市交巡警总队获悉，为有效改善当前机动车占据车道、乱停扰序等突出
交通违法行为，即日起，交巡警集中开展车辆违停整治行动，通过分类设置禁停、临停、
限停严管规范路段，综合采取施划启用“黄实线”、“黄虚线”禁停标线、清理规范占道停
车位、配套建设违停抓拍电警、加大违停处罚力度等有力措施，全力治理违停顽疾问题。

据悉，此次施划的“黄实线”、“黄虚线”主要分布在主城各大商圈、重点道路的路缘石上。

17日去川剧艺术中心
免费看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见习记者 陈竹

重庆商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政府
新闻发布会获悉，本月17~24日，我市将
在川剧艺术中心举行第九届全国残疾人
艺术汇演（西部片区），江西、湖北、云南
等西部地区共有16支代表队、106个节
目、1300余名残疾人演职人员将参加汇
演，进行声乐、器乐、舞蹈、戏曲四大类型
的节目展示，市民可免费前往观看。

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张青莉
表示，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是国内规格
最大、水平最高、竞争最激烈的残疾人文
艺盛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据不完全统
计，本次全国直接参与各级汇演的残疾
人达 30000多人，间接参与的残疾人达
10万人，观众达30万人。

钓鱼城旅游休闲文化节
9月开幕 20项活动邀你体验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许安全

重庆商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新闻发
布中心新闻发布会上获悉，9月8日~15
日，2017钓鱼城旅游休闲文化节将盛大开
启，整个活动为期8天，四大板块共20项活
动邀请市民体验“开放合川 休闲生活”。

据悉，本届文化节将依托钓鱼城、三
江流域、文峰街、涞滩古镇及众多乡村旅
游景区景点，开展四大板块共 20 项活
动。包括开幕式、全国摄影大赛采风活
动、首届中国合川·钓鱼城国际新媒体艺
术节、中国钓鱼城·嘉陵江河钓大赛、渠
江乡野步道试验段自行车道启用仪式及
2017 中华龙舟大赛（重庆合川站）和星
空露营暨乡村音乐节等特色活动。

可吞下去的“胃镜”
以前只要谈起做胃肠镜检查，

可能大多数市民都“谈虎色变”。
因为传统插管式胃镜、肠镜往往会
给患者带来恐惧和不适甚至疼痛
感。尽管有无痛技术的出现，但并
不适合所有受检者。

“胶囊胃镜”彻底颠覆了做胃
肠镜的方式。金山科技集团相关
人士介绍，这种“胶囊胃镜”有个更
专业化的名字——磁控胶囊内
镜。患者只需随水吞下一粒，医生
则通过软件实时精确操控的体外
磁场来控制胶囊机器人在胃内的
运动，按照需要的角度对病灶重点
拍摄照片，从而达到全面观察胃黏
膜并做出诊断的目的。在这个过
程中，图像被无线传输至便携记录

器，数据导出后，还可继续回放以
提高诊断的准确率。

15分钟完成胃部检查

2005 年，金山科技集团在国
家“863计划”、国际合作计划和国
家科技攻关计划等二十多个国家
级科研项目的资助下，经过5年科
技攻关，研制而成OMOM“胶囊内
窥镜”系统。它由智能胶囊、图像
记录仪和影像工作站组成。

其工作原理是：病人需要先
穿上一件检查专用的背心，然后
口服如感冒胶囊大小的智能胶
囊，借助消化道的蠕动使之在消
化道内运动，同时对消化道壁进
行摄像。之后通过数字信号传输
给病人随身携带的图像记录仪存

储，医生利用影像工作站来了解
病人整个消化道的情况，15分钟
完成胃部检查，在半个小时之内
对病情做出诊断。

由于采用微机电系统技术
(MEMS)，病人吞服非常方便，最后
智能胶囊随排泄物自行排出体外。
整个过程中，病人无须麻醉且行动
自由，而且智能胶囊为一次性使用，
这有效地避免了交叉感染，从而极
大地满足了人们就医的更高需求。

“做肠镜也一样方便！”工作人
员介绍，患者只需佩戴一种特殊的
腰带，12小时后再取下，肠道数据
则全部通过“腰带”里的传感器记
录下来。期间，患者可以回家，生
活完全不受影响。

胶囊胃镜可查早期胃癌

据了解，“胶囊胃镜”从研发

至今，已经到了第四代。一、二代
是该胶囊只能依靠消化道的蠕动
来运动，目前第三代是由医生操
纵控制杆，从而“指挥”胶囊到达
相应部位，以便更好观察以免漏
诊。接下来，第四代“胶囊机器
人”将闪亮登场，它是由机器人来
操控，可 360 度无死角地将胃肠
窥探个遍。

“ 我 们 还 在 研 发 它 的 新 功
能。”据金山科技集团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胶囊胃镜还只能做检查，
无法取组织活检。如遇可疑病
灶，则只能换传统胃镜来操作。
该研发团队正在对其进行“改
良”，准备在其小身体内加一个

“暗器”——探针，需要时可打开
截取病灶组织，用于活检，筛查出
早期胃癌。“它就像一个不断修炼
的武林高手，威力会越来越大。”
工作人员这样形容。

重庆商报讯 昨日，重庆保监
局传出消息，我市商业车险市场费
率化改革正在按保监会统一安排

推进。重庆保监局副局长舒晓鸿
表示，目前保监会暂未统一开展交
通违章与车险费率系数直接挂钩
的工作，我市现已开始采取酒驾违
法行为与交强险保费挂钩的地方
性措施，对存在酒驾违法情况的车

辆将上浮交强险费率。
6 月 8 日，保监会出台了《关

于商业车险费率调整及管理等有
关问题的通知》（保监产险〔2017〕
145号），该文件自发布之日起执
行，重庆地区自主核保系数范围不

变，自主渠道系数最低限调整为
0.75。新规执行后,重庆地区产险
公司可采用的商业车险费率最低
折扣系数将由原来的0.4335下降
至0.3825，降低11.76%。

截至 7月 31日，重庆市场已

有 22 家经营商业车险的产险公
司的产品取得了保监会批复，其
中21家公司已上线执行新费率，
各保险公司将按各自承保政策在
保监会批复的条款费率范围内自
主定价。

喝了酒还敢开车？重庆酒驾与交强险费率挂钩了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郭欣欣
实习生 邹丽

重庆“智造”益处多 吞下一粒胶囊无痛无感做“胃镜”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陈瑜 黎静 韩政

重庆市肿瘤医院胃肠
外科主任孙浩介绍，早期
胃 癌 5 年 生 存 率 超 过
90%，约九成的胃癌发现
者已经是晚期，因此当出
现消化不良、胃部不适、胃
痛胃胀等问题时应该特别
留意。另外，40 岁以上的
市民最好做一次胃肠道检
查。出现这些问题，应谨
防胃部有问题。

●正常饮食后出现上
腹部不适、轻微饱胀、恶心
嗳气，有轻度消化不良的症
状，病情加重之后，会有胃
胀气和轻度胃痛。

●上腹部心窝处有隐
痛，不要轻视。像所有的癌
症一样，疼痛是进展期胃癌
最常见的临床症状。

●体 重 减 轻 、突 然 消
瘦，这种情况自己有时感觉
不出，但你要注意，这不是
好事。几乎大部分癌症都
有突然消瘦的症状。

●食欲大幅下降，对肉
类、鱼类等产生恶心感。

●大便变黑，像柏油发
黑发亮，这可能是肿瘤侵袭
胃黏膜引起的上消化道出
血。

●呕 血 ，出 现 这 种 情
况应立即到医院就诊，不
能再耽搁。

吞下一粒小小的胶囊，“它”就如同侦查兵一般在胃
肠道里“左窥右探”，并且是在无痛甚至无感的情况下进
行。9日，来自重庆各主流媒体及区县媒体的上百名媒
体工作者，到渝北区重庆创新经济走廊进行全媒体实地
采访。本报记者来到重庆金山科技集团见识了这种高
科技“胶囊内窥镜”，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益处。

提醒

出现这些症状
应谨防胃部癌变

沙区夜市文化节今开幕
来磁器口吃美食品文化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析力
实习生 蹇卿兰 蔡晗航

重庆商报讯 周末快来磁器口古镇
逛夜市，不仅可以吃到特色美食，还有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前日，磁器口古镇
管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沙坪坝区夜
市文化节将于今日在磁器口古镇开幕，
活动将持续至8月 27日。届时，市民不
仅可在盛夏夜晚体验诗词、楹联、汉画、
川剧、民乐等具有代表性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还可在磁器口古镇观看露天经
典电影等。

重庆商报讯 “彭社长，请问您任劳
任怨地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您是怎么
坚持下来的？”“江阿姨，当年您是怎么做
到带着前夫的公婆继续生活的？……”
昨日，巴南区花溪街道先锋村举办了“身
边好榜样新闻发布会”，村民化身“记
者”，对榜样们进行了提问。

据了解，这是我市开展三级（区、镇、
村）新闻发布会的首场村级新闻发布会，
除村民们化身为“记者”，对弄不明的问
题当场提问外，相关领导、负责人等当起

“发言人”，针对提出的问题结合实际情
况，进行现场解疑释惑，让百姓了解到了
更多身边的好榜样。

贯彻党代会精神贯彻党代会精神 以新业绩新气象迎接十九大以新业绩新气象迎接十九大

金山科技工作人员介绍胶囊内窥镜工作原理 记者 韩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