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政府召开第45次常务会议
唐良智主持

长安汽车全球智慧研发平台开放暨全球研发中心入驻活动在渝举行
唐良智徐平出席活动

社区科普大学
“点餐式”教学见过吗？

上游新闻记者 景然

推动重庆各项事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推动重庆各项事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02
2019年4月10日 星期三 编辑 秦雨 吴光亮 美编 吴静 图编 王小村 校对 赵蕾

重庆商报讯 “王孃孃今天你来这么
早？”“今天是讲糖尿病的饮食注意事项，我有
糖尿病，早点来坐前面认真听下，回去在生活
中也好照做。”4月4日下午，大渡口区建胜镇
回龙桥社区第三期科普大学正式开课。

回龙桥社区负责科普大学工作人员晏永
卉介绍，“今年科普大学报名学员非常活跃，我
们社区前期通过张贴通知、进楼栋宣传，今年
3月初开始接受第三期科普大学报名，短短一
周多时间就吸引了60余名学员前来报名。”

在课程安排上，较往年也有所不同，通过
广泛征求意见，学员选课的方式，报大渡口区
科协审批，最后确定了12堂学员比较喜欢的
课程。

“如：糖尿病的饮食注意事项、植物栽培、
老年人养生知识、脑卒中疾病预防等。”晏永
卉说，这种学员“点餐式”教学，为进一步办好
社区科普大学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重庆商报讯 为增强社区居民防火防灾
的消防意识，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昨
日上午，渝北区回兴街道宝桐路社区在社区
会议室组织召开了2019年消防安全知识培
训会，驻居民警、辖区物业公司、宾馆、网吧、
幼儿园等密集场所相关负责人参加。

社区首先对《渝北一周事故快讯》和辖
区发生的“2·13”、“4·8”火灾情况作了简
单介绍。

随后，结合真实案例视频，深入浅出地讲
解了居家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初期火灾
处置、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等消防常识；全面介
绍了日常生活中应注意的消防安全细节以及
如何扑救初期火灾，火灾中如何自救、逃生等
知识，让大家受益匪浅。

据重庆日报消息 4月9日，市长唐良智主
持召开市政府第4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重庆
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案（2019—2022年）》。

会议指出，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是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实
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行动计划的重要举措。我市制定新型智慧
城市建设方案，提出以“135”总体架构推进重
庆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即建设由数字重庆云平

台、城市大数据资源中心和智慧城市综合服务
平台构成的1个城市智能中枢，夯实新一代信
息基础设施体系、标准评估体系和网络安全体
系3大支撑体系，发展民生服务、城市治理、政
府管理、产业融合、生态宜居5类智能化创新应
用。到2022年，实现智慧生活全民共享、城市
治理全网覆盖、政务协同全渝通办、生态宜居
全域美丽、产业提质全面融合、基础设施全城
互联，成为全国大数据智能化应用示范城市。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按照市委部署和陈敏尔书记要求，聚焦大数据
智能化创新深度发力，加快建设智慧城市，深入
挖掘大数据智能化的商用、政用和民用价值，让
大数据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要加
强资源整合运用，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推
动数据“聚通用”，加快建设市级数据中心和数
字重庆云平台，打破数据壁垒、破除数据孤岛，
促进各级各类政务信息系统技术融合、业务融
合、数据融合。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
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推进公共区域免费

WiFi 全覆盖，推动 5G规模化商用基站建设。
要实施一批智能化应用示范项目，推动大数据
智能化在政务、教育、医疗、交通等领域的广泛
应用，开启全域感知、互联协同、数字运营、智能
决策、运转高效的智慧城市发展新图景。

会议还听取了清明节期间政务值班情况
汇报，研究了落实国家降低社会保险费率部
署、中小企业发展、职业教育、师德师风建设、
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城市园林绿化、森
林防火等工作。

“我办临时身份证！”重庆开州区中心客运
站临时身份证办理点，一个年轻后生冲着窗
口里的民警嚷了一句。窗口的老民警陈传松
很快发现他脸上一丝不安闪过。对方明显是
未成年人，看起来还很焦急，是不是离家出
走？

接下来，陈传松一连串的提问很快让年轻
后生道出了实情：因为和家里闹矛盾，他一怒
之下离家出走，本打算到重庆主城找工作，结
果没想到还没上车就被陈传松截了下来。

这是陈传松工作的一个片段，自2018年
以来，陈传松有效预防了20余起未成年人离
家出走事件，让18个家庭圆了团圆梦，不仅如
此，他还推动改进全市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系
统，提高旅客出行效率。

推动改进临时身份证明办理

“没想到那么方便快捷，真是太感谢你们
了！”3月28日下午，开州区中心客运站，市民
贾女士在警务室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前后不
到半分钟，就拿到了乘车用的临时身份证明，
连声向民警陈传松道谢。

办理临时身份证明从以前的10多分钟到
现在的不到30秒，为何会有如此大的效率提
升呢？陈传松说，自 2017 年 6月 1日公交客
运实行实名制以来，他开始驻点在所辖社区
的开州区中心客运站警务室开展日常工作。

经过梳理总结，他发现原有的所有人口查
询系统远远不能满足为旅客出具临时身份证
明的需要。摸清了制约办理效率的问题所
在，陈传松萌生了建立一个专门服务旅客出
具临时身份证明系统端口的想法，并将这一
构想和框架迅速上报至市公安局治安总队。

2018年 1月 24日，距离陈传松提出建议
不到1个月，市公安局就建立并试运行服务群
众出具临时身份证明端口，于 2018 年 2月 2
日正式投入使用，极大方便了群众出行。

陈传松说，去年他开具了临时身份证明
4000多份，几乎都是在半分钟以内办完，没有
一位旅客因为办理临时身份证明而误车。

1年圆了18个家庭团聚梦

“感谢陈警官，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我可能
一辈子也找不到我的母亲”。2018年 5月 15
日上午10点，从深圳赶来的段先生，在开州中
心客运站警务室拉着陈传松的手满含热泪连
声致谢。原来，陈传松在给旅客办理临时身
份证明的时候帮助找到了段先生走失24年的
母亲彭某，段先生特地从深圳赶来接母亲，一
见面，母子俩抱头痛哭，激动万分。

2018 年 5月 14日上午 8点，一名外地女
旅客来到开州中心汽车站警务室向陈传松求
助，希望办理临时身份证明购票乘车，但查询
不到身份信息。经过约7个小时的比对查询，
通过注销人员信息和家庭人员信息比对查询
到了女旅客彭某的身份。

经询问了解，57岁的彭某1994年因矛盾
离家出走，多年失去联系，家人在2015年申请
注销了其身份信息。核实清楚了彭某的信
息，陈传松便开始着手想办法联系其家人。

他将彭某请到警务室内休息，还端上热腾腾
的开水和便利食品，安慰其耐心等待。通过
彭某原户籍地湖南省新化县石冲口派出所民
警几个小时的努力，成功找到了彭某儿子段
某的电话号码。

自2018年以来，陈传松在开州中心客运
站，依托临时身份证明系统端口，成功找到18
名走失人员，帮助他们与家人团聚。

阻止20余未成年人离家出走

每次见到单独来申请出具临时身份证明
的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陈传松都会特别留
意，担心孩子们瞒着父母离家出走发生不
测。他每次都会耐心询问他们为什么一个人
外出，并主动要求联系家长是否知晓其外
出。他到站台警务室工作以来，靠着热心、细
心、耐心和爱心这“四心”成功劝返未年成人
离家出走20余人次。

据开州中心客运站工作人员介绍，陈传松
每天早上提前一个半小时上班，中午不休息，
双休日少休息，保证了警务室工作与车站工
作基本同步运行。为方便群众找回遗落的证
件，他在警务室设立了失物招领处；对长时间
无人领取的证件，他通过证件信息主动查询
失主电话，并通知领取。一年来，陈传松发还
旅客各类证件、物品 300 余件，现金 5000 余
元，受到旅客好评！

1年圆了18个家庭团聚梦 这个开州民警故事有点多

据重庆日报消息 4 月 9日，长安汽车全
球智慧研发平台开放暨全球研发中心入驻活
动在鱼嘴汽车城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
中国兵装集团董事长徐平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举行了重庆市智能网联汽车技
术创新中心及长安华为、长安腾讯、长安博世、
长安青山联合创新中心授牌仪式。

据了解，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是一个整
合全球资源的开放式共享智慧研发平台，总投

资43亿元，具备设计、试验、管理等7大功能，
涉及仿真分析、噪声振动、被动安全等12个领
域，拥有混合动力、环境试验等180个实验室，
并将组建数千人的国际化研发团队。

重庆市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中心依托
长安汽车，以全球研发中心智能化研究院为主
体，整合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企业科技资
源，规划建设成为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基础前沿
技术研究、创新技术孵化、共性关键技术突破、

创新人才培养、成果产业化应用的平台。长安
华为、长安腾讯、长安博世、长安青山4家联合
创新中心作为首批入驻长安汽车全球智慧研
发平台的联合创新中心，致力于在智能化、新
能源、前瞻技术等领域实现价值共享，建设面
向全社会开放的共享平台。

项目一期于2017年动工建设，今年4月正
式建成启用。项目建成后，将为长安汽车构建
以数字化驱动技术研发的平台，提升研发效

率，形成世界一流、持续领先的汽车研发技术
和试验验证能力，助推重庆汽车产业转型升
级。

市领导段成刚、李殿勋，中国兵装集团副
总经理、长安汽车董事长张宝林，长安汽车总
裁朱华荣出席活动。长安汽车合作伙伴华为、
腾讯、博世、青山公司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汽
车工程学会有关负责人，两江新区、江北区、市
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宇

防火防灾知识宣传
预防事故发生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宇

笔记本、摩托车、通机、建材、箱包、大米、
橡胶、热带水果……随着东盟成为重庆最大
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商贸往来日
趋活跃。4月 9日，重庆市交通局发布消息，
经过三年来探索，如今由重庆始发的东盟班
车，已打通了以重庆为起点及中转口岸、西连
欧洲、南接东盟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形成重庆
与东盟国家的“点对点”运输，成为重庆与东
盟之间商贸往来的纽带，进一步加快推进对
外开放步伐。

主要以公路运输为主

自 2016 年 4 月 28 日开通第一条线路以
来，迄今东盟班车形成了覆盖东南亚的跨境
运输网络，网络布局覆盖东南亚大部分政治
和经济中心城市。

4月9日，运营方、公运集团控股子公司重
庆公运东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目前，东盟班车已开通东线（重庆南彭—广西
凭祥—越南河内）、东线复线（重庆南彭—广
西钦州港—东盟各国）、中线（重庆南彭—泰
国曼谷）、西线（重庆南彭—云南瑞丽—缅甸
仰光）、亚欧线（越南—重庆南彭—重庆团结
村—杜伊斯堡）、重庆—新加坡等多条线路。

“东盟班车主要以公路运输为主。”该负
责人说，相比于其他两种常见的运输方式，重
庆东盟班车到达东南亚部分城市的时间，与
航空运输的物流时间相当，但运输成本更便
宜；与海运相比，运输时间大幅缩短，属于一
种性价比较高的运输方式，“适合价值适中、
能够承担一定运输费用、在途时间不宜过长
的货物。”

东盟班车的常态化运营，标志着陆海新通
道中跨境公路的全面贯通。据介绍，依托重庆
东盟国际物流园四大核心板块（即南彭B保、

海关车检场、国内干线枢纽、城市配送中转
站），东盟班车聚集物流产业链上境内外企业，
共享国内外的物流资源，实现相互合作、资源
共享、信息互通。通过合作，东盟班车能够为
重庆及周边省市商贸企业、制造企业等提供高
质量的保税物流、跨境运输、国内干线运输、城
市配送、物流信息、物流监管、海外仓储、海外
分拨等服务。

可按客户要求“门到门”服务

该负责人介绍，目前东盟班车已形成覆盖
越南、老挝、泰国、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部
分区域）、新加坡等国一、二线城市的跨境公
路运输网络，国内外合作伙伴已达 20余家，
在东南亚地区可供客户选择使用的仓储分拨
点近30个，运营线路从“定线”模式发展成为

“定制”模式，可按客户要求进行“门到门”的
服务。

这趟“下南洋”班车实现“私人定制”送货上门还不贵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郭欣欣

爱国情爱国情 奋斗者奋斗者

重庆商报讯 央视 3·15晚会曝光的辣
条车间相当“辣眼睛”。对此，4月9日，记者
从南岸区市场监管局获悉，该局近日持续开
展校园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重拳整治校
园周边销售的的问题食品，下架辣条等“五
毛食品”“三高食品”等不健康食品 47.1 公
斤；联合城管部门取缔占道经营食品摊贩
11个。

南岸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执
法人员对南岸区学校及托幼机构进行拉网式
全覆盖检查，共检查学校食堂及食品经营、销
售单位 317个。其中，大学食堂 33个、中小
学食堂 83个、托幼机构食堂 201个（含未取
得办学许可幼儿园），限令4家对外承包食堂
收回经营权，实施学校食堂“名厨亮灶”建
设。目前南岸区“名厨亮灶”率已达80%，预
计今年底达到100%。

央视“3·15”晚会曝光问题辣条
南岸区对“校门口”出手了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严薇

陈传松在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