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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手爬5楼救女童的“蜘蛛侠”

入选阿里巴巴正能量人物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记者 李舒）7月5日，上游新闻报
道的江津“蜘蛛侠”救人的事迹（详
见《江津 4 岁女童翻出防盗网，“蜘
蛛侠”徒手爬5楼托住她》一文），被
很多网友点赞，也获得了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公益平台的关注。

7月7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表示，将联合重庆晨报·上游新闻授
予龚绍宽正能量特别奖，并颁发
5000元正能量奖金。

事发当天，一名4岁左右的女童
脖子卡在5楼的住户窗台的防盗网
上，动弹不得，整个身体已经悬空，随
时都有可能掉落。正在小区安装防
盗网的龚绍宽看到后，立即踩着楼下
的防盗网，徒手从一楼开始往上攀
爬。他顺着防盗网，像“蜘蛛侠”一
般，手脚并用，慢慢地靠近了小女
孩。随后，龚绍宽伸出双手，托住女
孩的身体，鼓励女孩等待救援。最终
在和救援人员的配合下，成功救下小
女孩后，悄然离开了现场。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只想快
点爬上去帮帮忙。”得知自己的举动
被网友们广泛点赞，并获得正能量
奖励后，龚绍宽说，“这只是小事一
桩，没有什么特别的，下次再遇到，
还会这样做。”龚绍宽说，他将用这
笔奖金去关爱更多有需要的人。

“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集团
联合重庆晨报等100多家主流媒
体，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开放平台，
以“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为宗
旨，面向全社会寻找、奖励凡人善
举。目前，天天正能量已奖励7000
余名正能量人物，投入公益金近
6400余万元。

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亮成绩单

重医附一院位列第39位
本报讯 日前，全国三级公立

医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高考”成绩单出炉，在国家卫健委
首次对全国1289家三级综合医院
绩效考核中，重医附一院排名第39
位，迈入全国三级综合公立医院的
第一方阵。

7月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
《关于2018年度全国三级公立医院
绩效考核国家监测分析有关情况的
通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
药局联合相关部门，根据三级公立
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指标数据，
对全国 2398 家（其中，综合医院
1289家，专科医院576家，中医医院
533家）三级公立医院开展了监测分
析，形成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
家监测分析有关情况，并向社会公
布。重医附一院在此次考核中排名
全国第39位，国家监测指标得分
834分，国家监测指标等级A+。

在国民经济中，消费品工业占据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昨日，在重
庆市推动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
市经济信息委副主任王任林透露，我市将大力推
动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22年，全市
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企业总产值达到4500亿
元；培育5个100亿级、10个50亿级消费品工业
龙头企业，10个市场占有率高的拳头产品，20个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消费品工业品牌；建设2个
500亿级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5个100亿
级市级特色产业基地。

成为稳增长、惠民生的重要力量
王任林介绍，重庆消费品工业有着悠久的历

史和良好的基础，已经形成了以千亿级产值规模
的食品和百亿级的造纸、纺织服装、塑料、家具、
日用玻璃、白色家电等为支撑，眼镜、钟表等特色
轻工加速培育的产业格局。

去年，全市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企业实现产
值3213亿元，同比增长6.4%，已成为全市工业
经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力量。

同时，重庆市消费品工业在创新、大数据智
能化、特色产业基地、绿色发展等方面也取得积

极成效。截至今年6月，全行业认定市级企业技
术中心55个，市级工业设计中心5个，智能工厂
10个，数字化车间56个，绿色工厂24个，创建了
2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1个市级特
色产业示范基地，16个市级特色产业建设基地。

王任林表示，推动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对全市做好“六稳”、“六保”，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消费品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
未来，重庆市将围绕三个重点方向进行推

动。对于传统优势产业，继续做强做大做精，重
点抓好烟草制造业提质，推动渝酒振兴，加快粮
油调味品和食品制造业的发展。同时，培育发
展新兴消费品产业，瞄准市场新需求，围绕特
色、健康、智能、时尚、精致方向培育发展新兴消
费品。

而促进产业融合，让消费品产业与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与商贸流通业紧密对接，则是未来发
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重庆市一些消费品工业企业
已经开展积极的探索。

重庆市朗萨家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汪向东介绍，他们依托新工厂推出“市民走进工

厂”家居文旅体验活动，市民不仅可以了解家具
制造过程、学习家具使用保养知识、体验家居品
位和文化，而且还可到厂房楼顶菜园，采摘葡萄、
柑橘和四季蔬菜，希望把工厂打造成为市民家居
文旅体验网红打卡地。

打造一个消费品直播基地
今后，重庆将围绕三个重点方向，实施七项

主要任务——发挥创新赋能、强化标准引领、打
造龙头企业拳头产品、推动特色化集群化发展、
开展品牌建设专项行动、提升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水平、优化拓宽市场渠道。

王任林介绍，重庆将大力发展直播带货营销
新模式，打造一个消费品直播基地，建设集产品
设计、直播培训、选品及供应链平台等服务功能
于一体的创新生态，为重庆消费品工业运用互联
网营销新模式提供支撑。8月初，计划举办直播
周活动，届时将邀请有一定知名度、带货能力强
的网络主播宣传重庆品牌、销售重庆产品。此
外，围绕重庆消费品品牌产品、品牌故事、制造基
地启动全民打卡系列活动，营造全民参与、宣传
重庆消费品的良好氛围。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韩政

推动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重庆打算这样干

培育5个100亿级、10个50亿级消费品工业龙头企业，10个市场占
有率高的拳头产品，20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消费品工业品牌；建设2个
500亿级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5个100亿级市级特色产业基地……

龚绍宽

感受世界温度，讲好渝北故事。昨日上午，
重庆渝北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座谈会在仙桃国际
大数据谷会议中心举行。座谈会上，重庆国际传
播中心渝北分中心挂牌，渝北区国际传播平台矩
阵正式上线，这标志着重庆国际传播中心及重庆
文旅国际传播中心与渝北区战略合作启动。

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市政府外事办
公室、渝北区委宣传部、渝北区融媒体中心、重庆
国际传播中心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
共同探讨渝北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国际舞台
让“临空之城”更好地接轨世界

重庆渝北是江北国际机场、重庆火车北站的
所在地，被誉为重庆的“空中门户”“临空之城”，
主城都市区“北大门”。

这里是主城都市区重要经济板块和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要枢纽节点，更是重庆内陆
开放高地建设的重要阵地，国家首批临空经济示
范区，重庆自贸试验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重要
承载地。

截至2019年，江北国际机场运营的国际航
线已增至95条，旅客和货邮吞吐量分别达到
4479万人次、41.2万吨，已跻身全球机场50强。

如今的渝北，正打造两江国际商务中心、航
空物流园等“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致力于大数
据、云计算、跨境电子商务产业的仙桃数据谷等
一大批国际性项目，为渝北贴上了国际化的标
签。

“开放是渝北最醒目的标志，国际化是渝北
最鲜明的特征。”渝北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加
强渝北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新时代应有的担
当，让渝北大踏步走向‘国际舞台’。可以更好地
向国际社会展现渝北、推介渝北，让全世界看见
渝北、了解渝北，从而带动渝北在招商引资、引进
人才、国际先进科技交流等方面加速发展。”

强强联手
国际传播将助推渝北开放发展

渝北既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交通优势，又有良
好的生态环境和厚重底蕴、优越的营商环境，举
办过大量的国际活动，握有一手国际传播资源的

“好牌”。
怎样才能将这一手“好牌”打好？重庆国际

传播中心与渝北区强强联手，讲好渝北故事，向
世界发声。

重庆国际传播中心是我国第一个省级国际
传播机构，是在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指导
下、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运营管理下的专门从事国
际传播的媒体机构。

重庆国际传播中心主任赵吾君介绍，中心成
立2年来，已成为重庆国际活动海外传播的“主
力军”。在今年4月20日公布的第二届中国机构
海外传播杰出案例（海帆奖）评选中，重庆国际传
播中心获评十大杰出案列。在7月4日公布的

2020年6月全国省级文旅新媒体国际传播力指
数TOP10榜单中，由重庆国际传播中心及重庆
文化旅游国际传播中心在Facebook、Twitter、
Instagram、YouTube海外社交媒体上打造的
iChongqing账号更是交出满意答卷，排名全国
第5位。

目前，重庆国际传播中心海外总用户已超
350万，互动量突破880万、曝光量超2.82亿的
iChongqing海外传播矩阵，仅Facebook的粉
丝量就超过了140万。

重庆国际传播中心和渝北区将开展线上和
线下的国际传播合作，提高渝北国际知名度，塑
造渝北良好国际形象。

重庆首个
渝北海外传播平台矩阵上线

渝北区融媒体中心也在为向世界讲好渝北
故事而努力。

2019年，由渝北区融媒体中心拍摄制作的
微纪录片《糖艺》，在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举
办的“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中获得了全
国二等奖。

拍摄者之一、渝北区融媒体中心熊德领介
绍，《糖艺》将“李氏糖人糖画”的制作过程娓娓道
来，主人公是渝北非遗传承人李梅。

“之所以选择糖人糖画作为拍摄对象，因为
这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也承载着很多中国人的
儿时记忆。”熊德领说，希望通过糖人糖画的制作
过程，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让世界了解中
国、了解重庆。

通过《糖艺》这部微纪录片，李梅让更多海内
外人士认识了她，如今她在洪崖洞开了一家糖人
糖画工艺店，不少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

“渝北区融媒体中心有13个媒体平台，但主
要以内宣为主，海外宣传方面仍然存在薄弱环
节。”渝北区融媒体中心主任李劲松说，“我们希
望借助更大、更专业的舞台，让渝北走向世界，让

世界了解渝北。”
座谈会上，举行了渝北海外传播平台矩阵上

线仪式，这也意味着渝北区成为了重庆首个上线
海外传播平台矩阵的区县。

三大支撑
推动区县海外传播平台建设

现场播放了渝北区的英文版对外宣传片，江
北国际机场、仙桃国际大数据谷、国际博览中心
……一一在片中亮相。渝北以良好的国际形象
展现在世界面前。

“开放、‘国际范’是渝北的‘标签’，因此重庆
国际传播中心将全市第一个区级分中心布局在
渝北。”重庆国际传播中心主任赵吾君介绍，这是
重庆国际传播中心与我市区县开展国际传播战
略合作的“第一站”，通过建立国际传播长期战略
合作，让渝北与世界深度融合，让海外朋友真正

“读懂”这座城市。
赵吾君表示，重庆国际传播中心将全力发挥

好技术支撑、平台支撑和内容支撑“三大支撑”的
作用，全力助推重庆各区县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海外传播平台建设，共同发出中国好声音，讲好重
庆故事，提升重庆城市的国际知名度，树立重庆城
市辨识度和在海外用户中的良好形象，增强重庆
城市核心竞争力，为重庆的开放发展服务。

通过合作，可以引进一大批国际传播资源助
力；从国际论坛、国际品牌活动的共同举办，到深
耕渝北文旅海外推广；从营商环境的全面推介，
到国际交流招商引资等多方面，双方合力打造渝
北海外传播平台矩阵，合力加强渝北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

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新闻处处长李平也对此
次强强联合充满了期待，“双方可以针对渝北区
和入驻企业、单位的特点，多渠道、多手段及时有
效地进行宣传渝北，让海外人士有更多渠道了解
渝北。”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蒋艳

重庆国际传播中心渝北分中心挂牌
这很“国际范”！

渝北区国际传播平台矩阵上线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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