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记者14日从教育部了解到，
教育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财政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强
新时代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
意见》，要求切实配齐建强师资队伍，打造一支
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
正，专职为主、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

名师辈出的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
意见明确提出，切实加强中小学思政课教

师队伍配备管理。核定或调整中小学编制时应
充分考虑思政课教师配备情况，严格按要求配
齐思政课教师；严把选聘政治关、师德关、业务
关，让有理想的人讲理想，有信仰的人讲信仰，
师德高尚的人讲思政课；建立中小学思政课教

师退出制度，对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损害党中央
权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按相关要求从
严处理，对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不能胜任思政
课教学和未按要求完成培训学时的及时调离或
退出思政课教师岗位。

意见强调，全面提升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素
质能力，不断创新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评价激励

机制。制定与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岗位特点相匹
配的评价标准；完善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教学改
革激励机制，引导广大思政课教师不断提高教
育教学水平，推进国家级中小学思政课名师工
作室建设；健全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表彰奖励机
制，选树优秀思政课教师先进典型，在有关表彰
中向思政课教师倾斜。

当前，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已渐成
消费趋势，也是各大车企抢滩的市场重点和主
管部门鼓励的发展方向。日前，重庆市经信委
发出的《关于做好2019年度新能源汽车和智
能网联汽车项目资金申报工作的补充通知》
（以下简称《补充通知》）显示，将对重点项目给
予最高1000万元的补助。

“从支持领域上来看，我们将围绕全市
2019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目标任务，重点支
持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等项目。”重庆
市经信委相关处室负责人告诉重庆晨报·上
游新闻记者，支持方向主要包括新能源汽车
车联网通讯流量费补助和智能网联汽车测试
费用补助。

申报主体需满足哪些基本条件
《补充通知》显示，申报企业应满足在重庆

市辖区内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
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和制度；申报项目符合国
家和重庆市产业政策；申报项目未获得其他财
政资金支持等基本条件。

申报新能源汽车车联网通讯流量费补助
的，还应满足用于经营的新能源车辆已安装车
联网通讯设备并投入使用，以及2019年1月1
日以来上牌的新能源汽车等条件；申报智能网

联汽车测试费用补助的，还应满足汽车整车生
产企业利用重庆市范围内国家机动车检测机
构测试场开展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的项目这一
条件。

申报成功后将获得哪些好处
重庆市经信委相关处室负责人介绍，根据

重庆市相关文件精神，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主要采取以奖代补、事后补助、贷款贴息等方
式安排。其中，一般项目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
500万元，列入《2019年重庆市工业和信息化
专项资金重大项目重点名录清单》的项目最高
不超过1000万元，市委、市政府另有规定的除
外。

具体来看，新能源汽车车联网通讯流量费
补助标准，将给予新能源汽车运营企业2019
年度上牌的新能源汽车每车50元的新能源汽
车车联网通讯流量费补助；智能网联汽车测试
费用补助，将对今年1月1日以来利用测试场
开展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的汽车整车生产企业，
给予每款测试车型不超过测试费用30%的补
助，单个企业年度补助总额不超过300万元。

申报注意事项企业要看清楚
重庆市经信委表示，具体补助比例和补助

金额将根据年度资金预算控制指标和申报项
目等因素择优比选确定，资金安排拨付根据年
度预算总额可分批次跨年度安排拨付。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申报截止时间为今年
10月20日，同一法人企业本次项目申报原则
上申请不超过三个项目，但年主营业务收入
100亿元以上特大型工业企业除外。与此同
时，同一项目只能申请一个支
持领域和方向的资金，避
免多头申报。

近三年纳入严重
失信主体“黑名
单”，受到财政违法
行为处罚处分，以及
存在应退未退财政资金行为的
企业和单位，不纳入支持范
围。对于弄虚作假等骗取财
政资金的企业，要列入黑名
单，三年内不得申报重庆
市工业和信息化专项
资金。

重庆晨报·
上游新闻记者
刘翰书

灰甲不灰心，治疗有方法
®复方聚维酮碘搽剂治疗灰甲有信心

灰指（趾）甲是“甲癣”的俗称，是病原真菌引起的甲感染。患了灰指
甲的患者在潮湿的环境和季节，不注意个人卫生或人为的使指甲表面组
织不断受异物侵蚀破坏，指甲愈加脆弱，更容易感染或复发。灰指甲变
形、发黑（黄）让人难堪，更需及时治疗，避免传染健康指甲，或其它部位
感染。灰指甲患者选药，请认准国家批准的正规产品。

您有灰指甲，请别灰心！请用国药准字药品--伊甲牌复方聚维酮碘
搽剂（国药准字H52020539），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用于甲
癣、手癣、足癣、体癣、头癣、花斑癣，并发细菌感染也可使用，也用于疖、蚊
虫叮咬、手足多汗症。对真菌、细菌等均有效，还能软化指甲角质层，增强
药物皮肤渗透。涂搽本品于患甲，坚持使用至新甲长出。每天1~2次。
简单又方便，坚持治疗有信心。 4000809577

【禁忌】尚不明确【不良反应】偶见皮肤刺激如烧灼感，或过敏反应
如皮疹、瘙痒等。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52020539
网址:http://gzwst.com.cn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 2019030035号 适应症：1、用于足癣、体癣、头
癣、花斑癣、手癣、甲癣；并发细菌感染也可使用。2、用于疖、蚊虫叮
咬、手足多汗症。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经销地址：和平连锁、桐君阁连
锁、全兴连锁、太极连锁、一心堂
连锁、万鑫各大药房、同生连锁、
万和连锁、昌野连锁、万家燕连
锁、时珍阁连锁、希尔安两江新
区南丁店、全发雅康杨家坪店、
铭月药房袁家岗店、广济大药房
西城大院店、万青药房渝中店、
鑫红玲药房渝北店。

联系电话

口疮便秘胃难受，怎么办
口臭口苦口干对因治疗要重视 治口臭口疮养阴口香合剂有信心

有些胃热津亏、阴虚郁热的人群,因熬夜、烟酒过量、多食辛
辣肥腻、工作压力大,有时会出现：口臭、口苦口干、胃灼热痛、口
腔溃疡、肠燥便秘等症状,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蒸所致的上述症
状可用养阴口香合剂。

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的高原苗药养阴口香合剂，国药准
字，选用贵州名贵金钗石斛鲜品入药，从药材源头把关，精选十余
味地道药材而成。具有三大功能：滋阴生津、清胃泻火、行气消积，
用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蒸所致的：口臭、咽干口苦、口舌生疮、
齿龈肿痛、肠燥便秘、胃灼热痛等症。一次30毫升,一日两次。疗
程服用方法详见说明书。

【禁忌】尚不明确；【不良反应】少数人有头
昏、嗜睡、恶心等症状。批准文号: 国药准
字 H52020688 网 址:http://www.gz-
wst.org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
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2019030034号
适应症：用于功能性腹泻和急慢性肠炎、肠
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泻。经销地址：和
平连锁、桐君阁连锁、全兴连锁、万家燕连
锁、万鑫各大药房、万和连锁、海通大药房
鱼洞店、万鑫宸桥鱼洞店、万康大药房沙坪
坝店、艾佳大药房渝中店、北碚冬梅诊所。

安场®鞣酸苦参碱胶囊—治肠炎止腹泻 拉肚子用安场®鞣酸苦参碱胶囊
长期腹泻（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要重视

如果您的生活中出现了：饮食刺激、精神紧张就腹痛难耐，
反复腹泻，有时还伴有粘液、脓血等症状，请别忽视！患上了急
慢性肠炎（小肠、结肠、直肠粘膜炎症）、功能性腹泻、肠易激综合
征等引起的腹泻应及早治疗。

贵州万顺堂药业生产的安场牌鞣酸苦参碱胶囊，质量标准起
草单位，用于功能性腹泻、急慢性肠炎、肠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
泻。拉肚子、有肠炎，请选用安场®鞣酸苦参碱胶囊，治肠炎止腹
泻，老年少儿均可使用。长期腹泻患者应按疗程使用，巩固疗效。 4000809577

联系电话 广告

广告

广告

【禁忌】【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批准文号：国
药准字 Z20025095 网址:http://www.
gzwst.com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
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2019030031号
功能主治：清胃泻火，滋阴生津，行气消积。
用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蒸所致的口臭，口
舌生疮，齿龈肿痛，咽干口苦，胃灼热痛，肠燥
便秘。 经销地址：和平连锁、桐君阁连锁、全
兴连锁、太极连锁、一心堂连锁、万鑫各大药
房、鑫斛连锁、健之佳连锁、万和连锁、唐氏连
锁、昌野连锁、时珍阁连锁、心连心连锁、康泽
连锁药房药店有售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
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000809577联系电话

酒类名称 参考价格

1960年茅台酒 60万元/瓶

1961年茅台酒 50万元/瓶

1962年茅台酒 40万元/瓶

1963年茅台酒 38万元/瓶

1964年茅台酒 35万元/瓶

1965年茅台酒 30万元/瓶

1966年茅台酒 24万元/瓶

1967年茅台酒 20万元/瓶

1968年茅台酒 18万元/瓶

1969年茅台酒 17万元/瓶

1970年茅台酒 15万元/瓶

1971年茅台酒 11万元/瓶

1972年茅台酒 82000元/瓶

1973年茅台酒 70000元/瓶

1974年茅台酒 58000元/瓶

1975年茅台酒 48000元/瓶

1976年茅台酒 35500元/瓶

1977年茅台酒 28500元/瓶

1978年茅台酒 24500元/瓶

1979年茅台酒 21500元/瓶

1980年茅台酒 20000元/瓶

1981年茅台酒 19000元/瓶

1982年茅台酒 18500元/瓶

1983年家台酒 17500元瓶

1984年茅台酒 16500元/瓶

1985年茅台酒 16000元/瓶

1986年茅台酒 15500元/瓶

1987年茅台酒 14500元/瓶

1988年茅台酒 13400元/瓶

1989年茅台酒 13000元/瓶

1990年茅台酒 10700元/瓶

1991年茅台酒 10500元/瓶

1992年茅台酒 10000元/瓶

1993年茅台酒 9900元/瓶

1994年茅台酒 9700元/瓶

1995年茅台酒 9500元/瓶

1996年茅台酒 6600元/瓶

1997年茅台酒 5600元/瓶

1998年茅台酒 5400元/瓶

1999年茅台酒 5200元/瓶

2000年茅台酒 4800元/瓶

2001年茅台酒 4100元/瓶

2002年茅台酒 3900元/瓶

2003年茅台酒 3600元/瓶

2004年茅台酒 3400元/瓶

2005年茅台酒 3200元/瓶

2006年茅台酒 2900元/瓶

2007年茅台酒 2800元/瓶

2008年茅台酒 2600元/瓶

2009年茅台酒 2600元/瓶

2010年茅台酒 2500元/瓶

2011年茅台酒 2450元/瓶

2012年茅台酒 2400元/瓶

2013年茅台酒 2350元/瓶

2014年茅台酒 2300元/瓶

习水大曲
3500元-23万元/瓶

平坝窖酒
3500元-12万元/瓶
1957年绿美人
350万元/瓶

高价收购老酒

预约上门热线：13251458595

1960-1979年五粮液 23万元-3500元/瓶
1960-1979年郎酒 12万元-3500元/瓶 要求：要求全品相、不跑酒。

征集范围:
1953 年-2019 年茅台酒;80、90

年代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郎酒、董
酒等中国十七大名酒。

特别提醒:
老酒鉴定专家提醒市民，陈年老酒

如果保存不当，很容易出现跑酒和品相
损毁，反而一文不值，十分可惜。

主办方承诺：
鉴定师鉴定完之后，如果有想出手

的当场现金交易，想继续收藏的免费提
供老酒专用收藏材料，以及专业技术，方
便市民更好地保存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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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补助1000万
快去申报2019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项目资金

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

中小学要切实配齐建强思政课教师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何
治国）昨天，渝北区首届中小学师生临帖展开
幕式在双凤桥中盛广场顺利举行。

此前，“翰墨风华——重庆市渝北区首届
中小学师生书法临帖大赛”于2月18日-22
日开展了初评、复评评审工作，共收到参赛稿
件750件。经过评委会严格评审，12个学校
荣获先进集体奖，30人荣获优秀指导教师
奖。大赛中产生的132件优秀作品全部参与
此次展览。

开幕式现场为获奖选手举行了颁奖仪
式。南华中学老师代红亚此次获得二等奖
和指导老师奖，她所在的学校也荣获先进集
体奖。她表示，教师的日常工作十分繁忙，
但这样的比赛给了热爱书法的学生和老师
发挥个人兴趣爱好的机会，今后会继续参加
这类活动。

展览将持续到 25日，在双凤桥枢纽站
中盛广场清北园丁艺培馆展出，市民可前往
免费参观。

渝北区首届中小学师生临帖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