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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身边看变化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何浩）昨日，欢迎首批新加坡国立大学学子
赴渝实习活动在仙桃国际大数据谷（简称
仙桃数据谷）举行。记者了解到，30名来自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青年人才将在仙桃国际
大数据谷园区开展为期5周的跨国实习实
训，这也标志着新加坡（重庆）青年人才驿
站正式拉开帷幕。

“仙桃数据谷的5G技术和无人驾驶超

出我们的想象”“对我们来说，仙桃数据谷
的发展机会更多”……30名新加坡国立大
学学子在参观了仙桃数据谷的5G技术、无
人驾驶后感慨地说。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
的大三学生邓凯红是第一次来重庆，接下
来一个月他将进入中国汽研实习，他说，这
种交流实习的机会让他们得到了很好的锻
炼，也看到了中国先进科技的发展速度。

作为重庆市重要的大数据智能化产业
基地，仙桃数据谷已汇集高科技企业764
家。渝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首批30
名实习合作计划，首批学子将进入华为重
庆创新中心、中国汽研、仙桃前沿消费公
司、传音通讯技术公司、仙桃学院等谷内代
表企业及研究机构开展对口实习。30名新

加坡学子的学籍从大二至硕士研究生阶
段，涵盖计算机、电子工程、经济学、金融工
程、商业分析、工商管理等优势专业。本次
实习期共计5周，未来实习期将逐步延长至
6个月。

记者了解到，渝北区高层次人才服务
中心、仙桃国际大数据谷与新加坡巍星商
务公司、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开展深度合作，
共同启动新加坡（重庆）青年人才驿站，率
先推动新加坡与重庆两地青年人才的互动
交流。早在今年9月，渝北区人民政府、新
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巍星公司签订合作
备忘录，共同推动国立大学青年人才到渝
北区开展实习就业，以促进新加坡（重庆）
青年人才驿站项目高标准发展，驿站进入

全面落地阶段。
据悉，新加坡（重庆）青年人才驿站以

渝北区青年人才驿站为基础，通过渝北区
委人才办、渝北区人力社保局、团区委等多
部门形成的联动服务机制，为符合条件的
海内外青年人才提供最长为期6个月的免
费食宿和统一购买短期人身意外保险，通
过采取“线上+线下”双服务模式，在办公空
间、职业培训、市场对接、创业指导等方面
给予全方位服务，为青年人才搭建创新创
业的互动交流平台，2020年暑期实习计划
将有望实现100人的新加坡集中赴渝实习
组团。目前，来自北京大学、重庆大学等高
校的200多名学子已先后参与渝北区青年
人才驿站“双选”交流计划。

一边是开发新区，建设强度大；一边是
山水环绕，保护任务重。重庆主城区之一
的北碚区，近年来在发展与保护之间均衡
“落子”，在大都市中打造“后花园”，生态经
济动能十足，今年11月被生态环境部授予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

用绿色本底解大都市难题

重庆主城区之一的北碚区既是发展高
地又是生态重地，如何做到生态保护与可
持续发展协同推进？北碚区给出的答案是
打造宜居、宜游、宜业的重庆“后花园”，用
生态优势蓄积发展动能。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保持最完好的区域
之一，自去年6月以来，北碚区强力拆除缙
云山保护区内违章建筑，复绿12.2万平方
米；率先探索自然保护区生态搬迁，核心
区、缓冲区生产生活不便的520位村民搬
迁安置，保护区得到休养生息。北碚区生
态环境局副局长李波介绍，近三年北碚累
计投入约 12 亿元治理污染、修复生态，
2018年全区空气优良天数310天，嘉陵江
水质总体为Ⅱ类，森林覆盖率达53.13%。

美丽城乡宜居宜游

依托良好生态，北碚区以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为抓手，发展水果、花木、休闲旅游

等农业公园40个，推动乡村振兴。
走进“中国蜡梅之乡”静观镇素心村，

梅花丛中香气怡人，温泉园、蜡梅园、加工
坊等产业振兴工程正在收尾。素心村党支
部书记李伟介绍，静观镇的蜡梅虽然有名，
但过去村民自己剪枝卖，附加值不高。“去
年我们村组建集体公司，延伸赏梅、泡泉、
干花精油加工等生态产业链条。2018年
村民人均纯收入1.8万元，等这些旅游设施
投用后，通过分红将大幅提升村民收入。”
李伟充满信心地说。

北碚还将生态环境与当地温泉资源、抗
战文化等自然人文资源相融合，打造温泉康养
胜地、“自然博物馆+抗战名人纪念馆”等博物
馆群，2018年接待过夜游客300余万人次。

生态优势带来发展优势

在北碚区西南大学外围，一个集创业
街、文创大道、大学科技园等多种形态的
环西南大学创新生态圈已经成型。通过
这种校地合作创新，高校科技成果正加速
转换。

位于西南大学校门口的创业街，记者
看到政务、法律、风险投资等服务一应俱
全，今年5月开街到现在，吸引了研发、众创
团队54个。前海阜信投资公司相关负责
人王志说：“这里良好的生态和营商环境助
推了创新创业，我们已看中创业街里好几
个项目。”

北碚区科技局副局长宋晓辉介绍，生
态优势进一步聚集了发展要素，北碚区以
科教文化高地、高新产业基地为目标，大力
发展绿色经济。在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中，北碚区将生态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
能，探索出了一条大都市如何走生态美、产
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 据新华社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也）新的一周，从
温暖的阳光开始。据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各地多云
到阴天，夜间偏南地区有零星小雨，全市最高气温将达17℃。
后天，大部地区阴天到多云，主城将出现零星小雨。

天气预报 12月10日白天，各地阴天到多云，偏南地区夜间有
零星小雨，大部分地区气温3～17℃。主城：多云，气温9～16℃。

12月10日夜间到11日白天，大部分地区阴天到多云，偏西地区有
零星小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17℃。主城：多云转阴天，气温9～14℃。

12月11日夜间到12日白天，西部地区间断小雨转阴天，其余地
区阴天，大部分地区气温6～14℃。主城：间断小雨转阴天，气温
10～14℃。

华为nova6自拍不用抢“C位”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黎磊）日

前，华为在武汉发布“年轻人的首款5G潮流自拍旗
舰”nova6系列。作为华为nova系列首款5G手机，
支持SA/NSA双模双卡全网通，并搭载业界领先的
105°前置超广角双摄。

据悉，华为nova6系列创新搭载前置105°超广角
镜头，画幅是普通自拍镜头的2倍。通过人景分离的畸
变校正算法，将人景分别处理，使用透视投影去处理背
景畸变，球极平面投影去处理人脸畸变，实现人景俱佳
的超广角自拍效果，大家自拍时不用担心是否在“C位”，
每一位都能还原“本色”。并能轻松驾驭远景特写、人像
合影、暗光逆光、4K视频等多种场景。此外，华为no-
va6 5G支持SA/NSA双模全网通，支持TDD/FDD
全频段，并采用先进的双卡切换技术，在5G网络覆盖时
优先选择5G上网，5G信号不佳时自动连接4G网络。

仙桃数据谷迎来首批30名新加坡国立大学学子

新加坡（重庆）青年人才驿站拉开帷幕

大都市里崛起“后花园”
——北碚区的生态发展新路

（上接01版）
进入初三阶段，姐妹俩学习时间紧张，

每天清晨5时30分，李太智和童雪梅就要
起床准备早餐，为女儿们做好后勤工作。
一家人很久没有旅行了，作为奖励，夫妻二
人商量着等姐妹俩中考结束后，好好出去
玩玩。

曾有人问：“孩子以后长大了，不孝敬
你俩咋办？”

“把她们资助养大成人，我们享受这个
过程，其他的不重要。”童雪梅回应说，他们
对两个女儿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她们成
人后身心健康，生活自力。

近几年，也有一些想要助养贫困儿童
的夫妻，到这个特殊家庭来取经。但在深
入了解这个家庭的相处模式及方方面面
后，这些夫妻几乎都放弃了助养的念头。

“他们很不解，问我们为什么不让孩子
跟原生家庭断了联系？”李太智说，在决定
助养姐妹俩之前，他们已做好足够的思想
准备：“我们助养她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她
们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有更好的人生发展，
而不是把她们占为己有。”

因为操心女儿们的成长，李太智头

发逐渐花白。去学校开家长会时，有同
学见到头发花白的李太智，会悄悄问姐
妹俩：“这是你爸爸，还是你爷爷？”这时，
姐妹俩都会大方、骄傲地对同学说：“他
是我爸爸。”

女儿们的乖巧懂事，令夫妻俩感动。
所以，即便退休生活很忙碌，李太智依然认
为：“一切值得，一切好运。”

迁移户口

那份资助协议上，明确助养截止时间
为姐妹俩小学毕业。但李太智和童雪梅考
虑到女儿们的成长需要，愿意继续无条件
助养她们。

花艳和花晨在重庆受到无微不至的照
顾，她们的亲生父母及其他亲人有目共
睹。为了表示感激，在征得姐妹俩同意的
情况下，亲生父母为她们更名为童花艳和
童花晨。

“只要她们愿学、肯学，上大学、读研究
生，我们都愿意支持。”李太智和童雪梅从
企业退休后有一些积蓄，虽然并不富裕，但

夫妻俩愿意尽力为女儿们提供学习生活保
障，因为在他们心里，她们早已是自己的孩
子。

初中毕业后，姐妹俩就要进入高中阶
段学习了，为了让她们顺利在重庆完成高
中学业，两家人将再次进行签约公证。在
新的资助协议中，花艳和花晨的原生父母
将同意把女儿们的户口迁移至重庆南岸
区，承诺愿意继续把女儿们的监护权委托
给李太智和童雪梅，直至姐妹俩成年并独
立生活为止。

记者从南坪街道西路社区了解到，关
于姐妹俩户口迁移这件事，西路社区服务
群众工作组相关人员多次将情况反映至南
岸区有关部门，南岸区委办公室、区公安
局、南坪街道、西路社区等也多次召开会议
对此进行协调，一切将朝好的方向发展。

我爱你们

李太智和童雪梅夫妻俩是街道社区的
志愿者骨干，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宣传垃
圾分类、慰问孤寡老人、上门为邻里处理矛

盾纠纷等活动，热心公益的脚步停不下来，
给女儿们做出了好榜样，被推选为南坪街
道西路社区的小区长之一。

“如果几千元一件的衣服穿在身上，
我们可能会感觉浑身不自在。但把钱花
在助养女儿们的身上，感觉很踏实。”童雪
梅说。

采访这天，花艳和花晨对着记者的镜
头虽然有些腼腆，但还是鼓起勇气说出了
久藏心中的话。花晨说：“爸爸妈妈，我爱
你们。”花艳说：“爸爸妈妈，虽然有时你们
很唠叨，但在我心里面，你们都是好人。”

姐妹俩还告诉记者，她们身上总会揣
着50元零花钱。她们不会多拿，也不会多
要，因为她们知道，爸爸妈妈不容易。

“她们成长的路还长，我们会好好陪伴
她们，甚至陪伴她们工作、成家……”李太
智说，他们非常期待女儿们走出校园、走进
社会、成立家庭的那一天。因为，那将是这
个家庭最幸福的时刻。

看着姐妹俩在这个家庭里温馨而和谐
的一幕，记者心中不知怎么，突然冒出知名
演员孙俪、邓超主演的那部电视连续剧的
名字——《幸福像花儿一样》。

主城后天有零星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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