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圣龙）9 月

13 日，市民政局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进社

区”宣讲分队来我区开展宣讲活

动，着力推动贯彻“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和党史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

心里走、往实里走。

当天，来自市民政局的王福

敏、李祥松等宣讲员，重点围绕中

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以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为主线，从进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提出的

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等方面进行

了系统解读。

“此次宣讲，既是一堂深刻的

党史教育课，也是一堂思想洗礼

课，让辖区居民补足了精神之钙。

在今后的工作中，社区将持续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继续为群众办实事。”文龙街道

九龙社区党委书记、主任郭琴表

示。

社区群众纷纷表示，宣讲员讲

解中所用的事例鲜活、语言浅显易

懂，听后对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理解更深了。

“听了宣讲很受教育，很有感

触，我将学习和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为创建文明城区贡献力量。”党

员群众贺晓松说。

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1．本人遗失特百惠（中国）有限公司开具的重庆綦江沙溪路特百惠

专卖店（店编码71383）票据一张，店主名：龚亚兰、张玉霞，票据款项：首订

及eTUP保证金，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2．罗亚（身份证号：510223196012201030），遗失重庆市优抚对象抚恤

补助证，证件编号：渝綦江001305，声明作废。

3．綦江区石角镇长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

记证（正副本），社会统一信用代码N2500110MF61043740：有效期2030年

9月26日，声明作废。

4．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遗失綦江民生村镇银行开户许可证，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7797705，账户名称：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账号：

8299620101421000116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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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自己，自己就是最棒

的！”这句话，是南州中学高一年级

物理老师唐乙然一直挂在嘴边的

话。这样的鼓励，让大家感受到了

唐乙然作为教师的那份赤诚与对

每一名学生的关爱。

鼓励学生直面困难

作为一名物理老师，唐乙然完

全能体会物理学科带给学生的困

难。在他所教的班级，开始学生们

的物理基础知识普遍较差。“基础

薄弱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加强训

练，所以我一直鼓励他们要直面困

难，不懂就问，只要学生来问问题，

我都会耐心地讲解，直到他们听懂

为止。”唐乙然说。

“唐老师一直鼓励我们多多

努力，要相信自己能够把物理学

好。”南州中学高一八班学生李洪

旭说，为了找到大家在学习中遇到

的难点，唐老师将全班人的作业逐

一进行批改和总结，并集中为大家

解答，全班同学都非常敬佩他。

为激发学生们学习物理的兴

趣，唐乙然还利用生活中随处可见

的物品作为实验工具，形象生动地

把物理知识讲授给学生。“无实验，

不物理，不能‘一支粉笔+一块黑

板+一张嘴’就把课上完，要创新

授课方式，才能激发出学生的兴

趣，为学生学好物理打下基础。”唐

乙然告诉记者。

有“温度”的班级管理

不仅教书得到学生们认可，在

育人方面，唐乙然也十分注重对学

生的培养。“作为主班任，给予学生

更多关心和爱护是必须的，他们不

光要有好成绩，更要学会做人。”唐

乙然说

唐乙然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当

班主任时，遇到了一名“问题少

年”，学习成绩不好，也不服从班级

管理。起初，唐乙然通过沟通的方

式，希望改掉该学生的不良习惯。

可是，热脸却贴了冷屁股，该学生

不但没有改正，反而跟他唱反调，

一度让他很是苦恼。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了解，

唐乙然决定从“问题少年”的兴趣

爱好入手劝服。“他爱打篮球，我就

陪他一起打，拉近师生关系，慢慢

做工作，后来他才愿意与我沟通。”

唐乙然说，以朋友的方式相处，让

该学生慢慢地改变了，不但上课认

真，还愿意当班干部参与管理班

级，“有他的帮忙，班级管理也越来

越轻松了。”

唐乙然坦言，自己获得“綦江

区优秀班主任”称号，有一半是学

生们的功劳。要做好班级管理，需

要班主任付出很多心血，更需要学

生们配合。与学生们建立平等的

关系，互相尊重，做他们的良师益

友，学生们就愿意交心。同时，适

当“放手”给班干部自主管理权，让

他们参与班级管理，他们就会更自

觉自律，班级管理就会变得有“温

度”，学生们也能感受到温暖。

持续学习勤奋钻研

爱学习、爱钻研，是唐乙然的

同事们对他的评价。

“唐老师在课余时间常常钻研

教材，研究适合学生们的物理教学

方法。在教学、科研方面，他每年

都要写 3—4 篇论文，这是很多年

轻教师都难做到的，但是他一直以

来都保持学习研究的好习惯。 ”

南州中学高一年级主任高海宾说。

唐乙然认为，作为一名教师，

如果没有保持学习的习惯，不提升

自己的业务能力，那肯定无法保质

保量完成教学工作。所以，12 年

的教学生涯里，他除了潜心教学，

就是做教育领域的相关科研，并积

极参与各类竞赛活动、教师培训，

总结经验。“只有努力装满自己的

‘一桶水’，给学生们的‘一杯水’才

会满满当当。”唐乙然说。

采访结束时，唐乙然表示，自

己将继续努力学习、勤奋钻研，认

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天的

教育教学工作，努力关心和关爱学

生，做一名快乐的知识传播者，把

自己的全部知识，倾情传授给莘莘

学子。

唐乙然：做一名快乐的知识传播者
本报记者 吴文艺 石汉谋

唐乙然在为学生讲题。记者 吴文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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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梦寒 邓

大伟）9月14日，2021年重庆市科

研机构助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

行动（綦江站）暨綦江区全国科普

日和防范邪教宣传周活动启动仪

式在区营盘山广场举行。市科技

局副局长许志鹏，市科协党组成

员、二级巡视员牛杰，区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朱川，区领导刘益文、

雷瑞宏、刘林参加启动仪式。

“科研机构走进綦江”是市科

技局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以科技支撑推动綦江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推动全

区企业加快科技创新，实现新突

破，迈上新台阶。

启动仪式上，向中国科学老

技术工作者协会表彰的先进个人

颁发了获奖证书，并向重庆市新

型研发机构、新成立的綦江区企

业科协授牌，向市级、区级科技特

派员代表颁发聘书。在渝科研机

构代表还与綦江区企业代表进行

了签约。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通过发

放宣传资料、设置宣传展板和咨

询台等方式，提醒广大市民相信

科学，远离邪教。据了解，活动时

间为9月14—9月17日，期间相关

单位还将深入街镇、学校、社区等

开展科普教育和防范邪教宣传，

进一步提升市民们的科学素养。

讲科学 反邪教

科研机构助力成渝双城经济圈
建设行动（綦江站）启动

本报讯（记者 吴文艺 邓大

伟）9月1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标准创新管理司调研组来綦，调研

我区标准化工作开展情况。市市

场监管局副局长李林、副区长刘芳

敏一同调研。

调研组先后来到綦江齿轮传

动有限公司、重庆万马汽车制造

（集团）有限公司以及重庆荆江汽

车半轴股份有限公司，深入车间实

地察看企业生产情况，了解企业目

前的经营形势与下一步发展规划，

听取了企业标准化体系建立与工

作开展情况的汇报，随后召开调研

座谈会，就綦江区全域标准化创建

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

论。

调研组指出，要紧跟国家“十

四五”规划，进行綦江区全域标准

化创建可行性分析，明确目标，拟

定总方案；要具备相关政策条件、

技术条件作为标准化创建的基本

动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

为标准化创建的需求，提升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要不断完善标准化

管理机制，紧扣綦江发展实际，以

高标准引领綦江高质量发展；要组

建相关领域的专家团队进行培训，

调动企业积极性，用标准助力綦江

产业转型升级；要提升全民标准化

意识，为标注化工作的开展创造良

好的环境。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来綦调研

市民政局宣讲分队来綦宣讲

推动“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讯（记者 成蓉 古峨）9月

14日，2021年第七期创新渝论主题沙

龙在綦举办，来自市级部门、高校院

所、专业智库机构的专家围绕“綦江高

新区三大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

讨”主题进行交流。市科技局副局长

许志鹏，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关

衷效，区政协副主席刘林参加活动。

“创新渝论”由市科学技术局和市

科学技术研究院共同创办、重庆科技

发展战略院承办的品牌沙龙，旨在围

绕重庆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改革中的

热点、难点问题和科技创新发展中的

重大决策问题，定期组织决策机构的

领导，科技智库机构、大学与科研机构

的专家、科技管理者等社会各界共同

研讨，为重庆科技创新建言献策。

去年 4 月，綦江成功创建市级高

新区，并接续创建国家高新区。綦江

高新区获批面积7.98平方公里，管辖

面积102.1平方公里，形成通惠科技创

新核心区、桥河产业园、北渡产业园、

智慧新城和永桐新城“一核两园两城”

的总体空间布局，围绕“信息安全谷，

传綦智造城”，着力发展以信息安全为

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以高性能变速

器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以新

消费为导向的绿色食品融合产业。

“政府和企业要共同做好人才政

策，让人才真正感受到綦江是干事创

业的好地方。”“綦江高新区三大主导

产业发展要处理好规模与质量的关

系、区域合作与差异化竞争的关系、点

上突破和链上整合的关系。”……活动

中，各位专家围绕主题各抒己见，从不

同角度、不同层面提出了很多金点子，

为我区解决高新区三大主导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痛点难点、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拓展了新思

路、指出了新方向、开辟了新路径。

专家为綦江发展谋策支招
本报讯（记者 成蓉 古峨）綦江

高新区三大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

的共性问题有哪些？如何提升科技创

新能力，增强綦江高新区三大主导产

业集群竞争优势？如何提升公共服务

能力，促进綦江高新区三大产业集群

转型升级？9月14日，在2021年第七

期创新渝论主题沙龙中，来自市级部

门、高校院所、专业智库机构的 10 余

专家围绕主题深入探讨，为大家呈上

了一场思维碰撞与创新交流的盛会。

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赵伦认为，綦江选择高端装备、信息安

全和绿色食品这三大主导产业非常准

确，既然符合了全市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的整体布局，又立足綦江区的资源

优势和产业基础。

对于下一步如何促进綦江高新区

三大主导产业发展，赵伦也发表了自己

的看法，他说，三大主导产业以后要可

持续发展，就需要数据要素、生态资源、

绿色有机、信用体系、科技服务五方面

赋能。其中，数据要素的赋能，主要路

径就是集聚新要素、获取新红利；生态

资源的赋能就是要用好生态资源招引

更好的创新资源，集聚研发机构和创新

人才；绿色有机的赋能就是要重视科技

兴农，产出更多的高端的高价值的绿色

有机产品；信用体系的赋能就是要有全

新的赋信，即赋能的发展理念，信用体

系建设好了，对于政府来说就是好的营

商环境和招商竞争力，对企业来说就是

品牌信誉和有利的市场开拓；要推动綦

江信息安全、高端装备、绿色食品三大

主导产业发展，离不开各个领域科技服

务的强有力的支撑。

“近年来，綦江的创新资源集聚成

效明显，为三大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重庆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

总经理刘兰说，“十四五”时期，应对新

的产业发展形势，綦江的三大主导产

业还需以“高”“新”“绿色”发展为主

线，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其中，高

端装备制造产业的规模初具，可聚焦

做大做强，坚持“精”“专”路线，重点推

动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转化；以信息

安全为主导的电子信息产业可重点围

绕新基建战略实施；聚焦技术创新，走

“特”“新”路线，推动创新链向产业链

转化；绿色食品产业要聚焦健康、有

机、生态这样一个主线，通过模式创新

和技术创新实现新突破。

2021年第七期创新渝论
主题沙龙在綦举办

本报讯（记者 刘琦 刘彤）9月

13日，石柱县2021年中青年干部培训

班38名中青年干部来綦学习培训，深

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一区两群”

协调发展的相关要求，进一步推进两

地之间交流合作。

据悉，本次培训学习为期五天，期

间，将由专家组向学员们作专题授课，

包括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及启示、《重

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解读坚持和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等

内容，学员们还将前往工业园区，参观

我区工业转型升级发展实践；前往石

壕镇、王良故居、中共綦江支部旧址、

东溪镇等地，参观红色旧址，缅怀革命

先贤。

据了解，近年来，綦、石两地建立了

良好的协作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协调发

展战略，在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示范中心

建设、产业升级、人才交流、职业技能培

训等方面合作迈出了坚实步伐。

石柱县38名干部来綦学习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