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罗凌 文/

图） 7月2日至3日，2022年重庆

市青少年俱乐部游泳大奖赛在重庆

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游泳馆举行，来

自全市各区县的20余个青少年俱

乐部440名选手参与角逐。

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小运动

员们入水姿势标准，如鱼得水，用

自己小小的身躯和拼搏的斗志为比

赛增添了不少看点。现场，一名年

仅6岁、受训不久的小运动员在一

开始比赛落后的情况下，坚持不懈

游完了全程。紧张刺激的4x50米

自由泳接力更是点燃了全场参赛运

动员和观众的热情，场馆内呐喊助

威声响成一片。

据介绍，本次比赛按照年龄分

为7岁以下组、8岁组、9岁组和

10岁组四个组别，包括自由泳、仰

泳、蛙泳、蝶泳及混合泳等多个竞赛

项目。为了让比赛规范化、精准化，

所有裁判员全部进行了培训，持证

上岗，保证比赛执裁水平。

440名青少年水中竞逐 “泳”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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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善控规编制程序，加

强我区的规划建设依法管理，我

局组织编制了《璧山区旧城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C20-2/01等

地块控规修改方案，将于2022

年 7月11日至2022年 8月9日

在重庆市璧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办公场所、地块现场及网站

（http://www.bishan.gov.cn）

进行公示。

联系人：周先生

联系电话：41421536

重庆市璧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2年7月6日

本 报 讯 （记 者 巫 秋 云

文/图）“今天来看书，居然看到了

我们璧山人自己出的书。”7月5

日，市民胡守霞在区图书馆三楼阅

览室捧着《北京大学书法作品选

集·胡正好卷》，发出赞叹。

近日，区图书馆相继收到璧山

籍书法家胡正好和画家周继敏捐赠

的个人作品集。在授予两人捐赠证

书以作纪念的同时，该馆还第一时

间组织专人对书籍进行编目加工，

放上书架免费向读者开放阅览。

这只是图书馆征集地方文献的

一个缩影。在图书馆四楼，有一间

专门存放地方文献的阅览室，向所

有读者开放。阅览室收藏2568种

共 3967 册地方文献，其中图书

1546种2534册，期刊1022种1433

册。藏书包括璧山地方史志、民间

流传谱录（家谱、族谱、宗谱）、地

方出版物、地方人士著作等，对丰

富市民阅读体验、传承传统文化起

到了积极作用。

区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系

统地征集本地区历史文化、政治经

济、教育医疗等文献资料是区图

书馆长期开展的工作，目前主要

通过社会各界人士慷慨捐赠来丰

富地方文献馆藏，希望广大市民

积极向区图书馆捐赠璧山地方文

献资料，该馆将对所赠的图书予

以妥善管理、永久保存。

区图书馆

地方文献阅览室又有新书入藏

公 告

本 报 讯 （记 者 罗 凌）

2022年暑运已经拉开帷幕。面对

旅游、探亲等出行客流及疫情防控

形势变化，连日来，我区各客运站

点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和安全检

查，优化服务举措，保障旅客平安

顺畅出行。

暑运开始以来，区内各大客运

站点以旅客需求为导向，坚持常态

化疫情防控不放松，持续优化客运

服务。记者在重庆长运璧山汽车总

站了解到，根据客流情况，站点制

定了日常、周末和高峰三种方案安

排车辆开行，在客流高峰期间增开

临时旅客班车，灵活调整应对客流

高峰。同时，在车站进出站口、安

检口等重点场所增设岗位，严格落

实测温验码，牢牢把好防疫关卡。

据站点工作人员介绍，最近一

段时间，乘客大多数都是市内的中

短途旅客，以探亲和旅游为主，总

体客流发送较为平稳。目前车站方

面已经开通微信和网络等多种购票

渠道，运力充沛，票源充足，有出

行计划的旅客可以考虑提前购票，

错峰出行。

暑运拉开帷幕

客运站点多举措保障乘客出行顺畅

● 近日，区委老干局召开离

退休党组织党建工作会。会议传

达学习了市老干部党校示范培训

班（第95期）学习情况和区委十五

届四次会议精神；学习了市第六

次党代会精神及《中共重庆市璧

山区委老干部局关于进一步做好

规范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组织设置

工作的通知》。随后，老干部们还

围绕建言“二十大”“我看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方面积极

建言献策。（记者 朱大亮）

●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开展

协管员培训。培训现场，区市场

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对协管员开展

法律法规、政策和业务知识培训，

加强工作指导，要求协管员每月

召开 1 次工作例会，开展 1 次专项检

查，报送1次动态情况。

（记者 康思嘉）

● 7月1日，区妇幼保健院通过

开展重温入党誓词、颁发纪念章、讲

党课等系列活动，庆祝建党 101 周

年，引导广大党员牢记党的宗旨、增

强党性意识。在微党课上，党员们通

过观看短视频《共产党的样子》《我

笃信你》，重温党的光辉历史。

（记者 谭靖怡）

健 康 教 育 知 识

家长或看护人，决不能将儿童

单独留在浴缸、浴盆或开放的水源

边。家长与儿童的距离要伸手可

及，专心看管，不能疏忽。以下8个

要点，家长们要牢记——

1.不要私自下水游泳，家长时

刻看护。

2.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身

物。

3.要求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

避免出现抽筋等现象。

4.在水中不要喂孩子吃东西，

有可能被呛住。

5.教育孩子不在水中互相嬉闹，

防止呛水窒息。

6.教孩子学习游泳，并学习心肺

复苏等技能。

7.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

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8. 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

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爱国卫生热线：

023-41421231

023-41422285

（区健康教育所供稿）

暑假预防溺水知识要牢记（家长篇）

7月4日，走在福禄镇斑竹村

划船湾生态休闲区，整洁有序的人

行便道两旁点缀着各色花卉，“人

人攒积分，治出新家园”“院坝

会、连心桥，干群关系要筑牢”等

标语随处可见，文明新风扑面而

来。

福禄镇斑竹村今日文明一角，

正是该村近年来通过强化组织保

障、注重学习引领、创建和谐氛

围，念好“三治经”，持续推进文

明村创建工作取得的成效。

强化组织保障
完善服务网络

为做到精神文明建设真正有人

抓，该村成立由党支部书记为组长

的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以及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队伍。按照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的目标，制定了长远规划

和年度工作计划目标。

同时，村“两委”积极推进平

安村建设，组织由综治专干、志愿

者等组成的治安巡逻队进行定期巡

逻，并通过民主法制教育经常化、

制度化，干部群众法治观念得到加

强。

此外，该村成立的村民调解委

员会和“正祥说福”工作室，旨在

为周围群众调解矛盾纠纷和提供政

策咨询，引导群众和谐相处，互帮

互助，达到了“小事不出院，大事

不出村”的效果，形成了以调解委

员会为龙头，“正祥说福”工作室

为主体，“农民志愿者”和“摩托

书记”为单元，上下贯通、整体联

动的服务网络。

注重学习引领
提高群众素质

建设文明乡村，关键要提高群

众素质，这就需要先从群众的思想

提升入手。为了让村民“学起

来”，村党支部将学习作为培育文

明新风的重要手段，努力打造“学

习型乡村”。

村党支部定期组织“十九大精

神进农家”“普法知识进村”专题

学习，组织市、区农业专家向农户

传授农业技术，并开展“职业橘

农”培训，还邀请西南大学教授前

来授课，提高农民的科学种养水

平。

同时，制定激励政策，大力倡

导党员群众使用“学习强国”，通

过评选学习月度之星、季度之星、

年度之星，激励党员群众多学知

识，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创建和谐氛围
弘扬人文之美

文明村之美，不仅在于环境

美，也在于人文之美。

近年来，斑竹村结合“我们的

节日”主题活动，开展了“中秋晒

家训议家风”“重阳节为爱骑行”“妇

女节舞蹈比赛”“春节文化进万家”等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通过开展

“洁美家园建设”“评选服务先锋号”

“善行义举榜”“评选最美院落”等活

动，依托示范点学习型院落常态化开

展跳坝坝舞、下象棋、看书读报等活

动，村民的精神世界得到极大丰富。

同时，斑竹村成立了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分队，设立生态环保、

扶贫帮困、文艺宣传、治安巡逻、爱

心医疗、助耕助收、家电维修等便民

服务项目。开展结对看护留守儿童、

空巢老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帮助

缺劳家庭助耕助收等活动，在全村树

立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助

理念。

该村还充分利用“乡贤讲堂”，让

村里的乡贤、能人用亲身经历教育村

民、感化村民，帮助村民养成良好的

道德风尚。（记者 邹梦雨）

文明村的“三治经”
——福禄镇斑竹村创建市级文明村有妙招

本报讯 （记者 巫秋

云 文/图） 为提高广大市

民文明卫生意识，打造靓丽

的城市环境，6 月 28 日，

青杠街道开展“捡拾小烟

头·带动大文明”捡烟头兑

换牛奶志愿服务活动。

据了解，每50个烟头

即可兑换一盒牛奶，兑换

时 间 为 09:00—11:00，

兑换地点覆盖青杠街道大

兴社区、双路社区、大字

社区、清明社区等 10 个

村、社区。

“以前出门散步要是看

到有塑料袋、废纸，都会主

动捡起来，扔到垃圾箱，现

在这个烟头换牛奶的活动真

不错，更加激发了大家爱护

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家住大兴社区的居民李萍告诉

记者，自己已经捡了100个烟

头，换了2盒牛奶。

兑换活动现场，身穿红马

甲的志愿者们也没闲着，手持

垃圾袋，捡起落在地上的烟

头，偶遇正在抽烟的市民，也

提醒他们烟头可以收集起来兑

换牛奶，切实让“烟头不落

地”落到实处。

青杠街道

捡拾小烟头 带动大文明

比赛现场

▲

近日，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

人民法院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

念，对拟采取失信惩戒措施的被

执行人进行预纳失通知，以预留

时间、提前警告的方式，对被执

行人发出“惩戒预警”，促使被

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快速执结

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取得了

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据了解，申请人胡某与被执

行人李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主持调

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

李某同意于协议签订之日向胡某

偿 还 利 息 93000 元 及 本 金

10000元，剩余本金190000元

于 2022 年 2 月之前一次性还

清。调解协议签订之日，李某偿

还 了 利 息 93000 元 及 本 金

10000 元，但余款迟迟未予履

行。无奈之下，胡某向睢阳区法

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

法官何瑞卿带领干警陈艳各、李

梦春第一时间向被执行人李某送

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但李某以种种理由拖延履行。陈

艳各、李梦春通过电话向李某讲

明拒不执行法定义务会依法采取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等强制措施，

将会对个人征信、子女考学就业等方面带来一定负

面影响，责令被执行人限期履行义务。

迫于法律震慑，被执行人李某在收到“提前警

告”后，主动与执行法官联系，将拖欠的借款本金及

利息共计210000元以现金方式交付到申请人手

中，使案件顺利得到执结。（据中国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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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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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本报讯 （记者 廖健

韬）“大麻、鸦片、冰毒、

海洛因，这4种毒品哪一种

是新型毒品？”工作人员话

音刚落，就有群众迅速答

道：“我知道，是冰毒。”这

是近日健龙镇志愿者到龙江

社区全民健身广场开展“美

丽乡村·绿色无毒”禁毒宣

传活动的一幕。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利用

问答、展示、观影等形式向群

众讲解了毒品的种类和危害，

以及识毒技巧和防毒手段，引

导大家提高识毒、拒毒和防毒

的能力。

“毒品危害太让我震撼

了，这种东西碰不得，今后我

也会大力支持禁毒工作。”龙

江社区居民黄晓凤观看禁毒电

影后感慨地说道。

健龙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该镇各村（社区）将继

续广泛开展禁毒宣传，呼吁大

家参与到禁毒工作中，携手构

筑禁毒、拒毒的牢固防线，积极

营造健康文明的社会环境。

健龙镇

开展禁毒宣传 营造健康文明社会环境

市民在兑换点兑换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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