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美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3 月 7

日下午，区妇幼保健院爱眼护眼小

课堂走进九龙小学，向孩子们讲解

视力预防和近视治疗知识。

“爱护眼睛要从预防做起。”该

院儿保科主治医师罗智红告诉孩子

们，看书学习的姿势要保持“三个一

原则”，即胸离桌子一拳、眼距书本

一尺、手握笔一寸。看书、写作业每

隔 40-50 分钟必须休息 10 分钟左

右，或安静闭眼静息或户外运动放

松，不可用看电视、玩游戏等充当课

余休息。饮食方面，要少吃甜食、肥

肉、甜味牛奶或果味牛奶，尽量不吃

零食和碳酸饮料，多吃富含维生素

的蔬菜、水果，及富含蛋白质的纯牛

奶、鸡蛋、豆类、瘦肉等，并少吃含添

加剂、防腐剂的食品。生活习惯方

面，要坚持每天做眼保健操、保持两

小时左右户外运动时间，不躺着看

书，不在强光下看书，不在昏暗灯光

下看书，不在公交车上看书写作业

等。

近年来，孩子们大量使用电子

产品、喜爱玩手机和打电脑游戏。

罗智红说，每天看电视或玩手机、玩

电脑，时间不能超过 20 分钟，且只

能选择其一。她建议家长们，每隔

半年（即每一学期）前往正规医院眼

科对孩子眼睛进行检查，以免孩子

假性近视因没有得到及时关注而转

成真性近视等情况发生。

爱眼护眼，你做到了吗？
区妇幼保健院走进九龙小学“讲课”

近日，永新镇机关志愿者及三溪村志愿者共40余人，在三溪村任家嘴退

耕还林地块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栽植香樟树、红春树苗300余株。

通讯员 汪海心

近日，三江街道2019年首期母婴护理专项培训班开班，将围绕新生儿和

产妇的护理内容对70余名学员展开为期7天的培训。 通讯员 欧循露

近日，篆塘镇成功化解一起劳资纠纷，帮助11位民工讨回拖欠工资1万

余元。下一步，篆塘镇将在辖区内开展劳资纠纷隐患大排查，及时消除潜在

劳资隐患，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通讯员 张嘉初 周思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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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创造高品质生活

3月5日，摄影爱好者在打通镇大罗村红花湖拍摄到野生鸳鸯种群。鸳

鸯被列为我国濒危珍稀动物 ，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随

着我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不断显现，在郭扶、中峰、打通等地先后发现野生鸳

鸯种群。 通讯员 宋川生 摄

野生鸳鸯现身红花湖

▲

“栽种树苗的

时候两个人要配合好

哟。”近日，区中医院

组织该院部分医护人

员开展植树活动，共

种植了10棵四季桂花

树和100株杜鹃花。

见习记者 邹婕 摄

▲

▲近日，文龙街道组织党员干部、村民志愿者到红旗村农民新

村附近开展国土绿化提升行动暨春季义务植树活动。此次活动将

持续10天，栽植女贞树60亩。记者 赵竹萱 通讯员 曾碎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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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成蓉）“我购买续

阳草时，被经营者强制消费，我要投

诉。”不久前，区市场监管局接到了家

住成都的消费者姜女士的投诉电话。

原来，姜女士回成都途径綦江，

在某服务站休息时，看到一商铺在卖

续阳草，姜女士欲购其为父母治病。

按照商家先切片、粉碎，再称重量的

销售方式，姜女士精心挑选了一点目

测约 200 克左右的续阳草。但因经

营者是福建人，与姜女士语言沟通不

畅，且商品切片、粉碎过程姜女士没

有亲眼看到，加工后的续阳草硬生生

比预想的多了3倍有余，按其销售单

价 7 元/克计算，价款多出了 5000 多

元，且经营者以已经打磨成粉无法重

新销售为理由，要求姜女士必须全部

购买。

接到举报后，区市场监管局高度

重视，立即派出执法人员开展调查。

经调查，发现消费者投诉情况属实。

“我们通过积极向经营者宣讲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指

出经营者销售中药材商品时在未取

得消费者明确同意的情况下，采取先

切片、粉碎，再称重量的销售方式，违

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

定，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

易权等合法权益，属违法行为，应当

予以纠正。”执法人员说，通过耐心细

致调解，经营者最终将多销售的750

克续阳草作退货处理，向姜女士一次

性退还货款 5000 余元，姜女士对调

解结果非常满意。

“消费需谨慎。”区市场监管局执

法人员提醒，在外购买中药材，对于

不太懂行的消费者，建议到正规的药

房购买。购买前要与经营者商量好

价格，并且告诉对方你所需要的重量

或者总价。选购好中草药后，一定要

先称重，后加工，避免加工后不易退

换货。加工时，可要求经营者当面加

工，加工前后都要过秤，二者数据不

能相差太大。要提前询问好退换货

规则和要求，保管好消费凭据，方便

日后退换货品。当消费者权益受到

侵害时不要简单地自认倒霉，可向市

场监管、消委会等部门反映情况，举

报问题，正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区市场监管局举报电话12315、

48627133。

买中药材遭遇被消费
区市场监管局出手为其挽回损失5000余元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为预防

和制止家庭暴力，保障妇儿老人的

合法权益，3 月 7 日，区妇联联合石

角镇妇联开展“建设法治中国·巾帼

在行动--千万妇女大学法”反家暴

宣传活动。

在石角镇欧家村，由区妇联邀

请的律师万廷秀就“什么是家庭暴

力”“家庭暴力预防”“家庭暴力的处

置”等问题，通过真实案例生动形象

地为当地 200 余名村民进行了讲

解。

“家庭中的未成年人、老年人、

残疾人、孕期和哺育期妇女、重病患

者等都属于《反家庭暴力法》保护对

象。当受害人遭到家庭暴力，应立

即离开施暴现场，不要以暴抗暴，并

注意保存认证、物证，向自己或加害

人所在的单位、居委会、村民委员

会、妇女联合会等投诉、反映或求

助，也可拨打 110 向公安机关报

案。”万廷秀在现场提醒。

活动现场，区妇联工作人员还

向村民们发放了反家庭暴力漫画宣

传册《反家庭暴力法》随身手册等。

遭遇家庭暴力，该怎么办？
“千万妇女大学法”走进基层普法

近日，区环卫所组织协调

文龙街道、古南街道和清扫保洁

作业公司，出动辖区环卫工人和

志愿者一起在綦河滨河步道、綦

江中学、红星国际广场等多处开

展周五大扫除活动，以此感染号

召更多市民参与到净化綦城环境

行动中来。

通讯员 赵越 摄

▲

扮靓家园

本报讯（通讯员 卢爱芳）近

日，笔者从区民政局救助科获悉，

300万元的民政临时救助补助资金

到达20个街镇，主要用于街镇救助

金额小于1000元的临时救助，以解

决他们因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

重大疾病等造成的临时性基本生活

困难，将惠及至少 4000 户困难群

众。

自 2015 年实施临时救助分级

审批以来，全区累计安排1080万元

资金到街镇，对 11213 户家庭实施

了临时救助。“临时救助分级审批制

度的实施，不仅大大缩短了审批时

间，更及时解决了全区困难群众遭

遇的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

活困难问题，有效提升了资金使用

效率。”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300万元临时救助
补助金下达街镇

本报讯（见习记者 廖静）近

日，第四批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

育试点学校确定，我区綦江中学被

确定为试点学校，试点期从2019年

1月至2020年12月。

据悉，自 2015 年以来，国家知

识产权局、教育部联合评定了四批

共165所全国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

校，其中第四批共有 29 个省（区、

市）的 120 所学校提交了有效的试

点学校申报材料。经评审，最终在

全国范围内选定了 53 所学校为第

四批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

学校。我区綦江中学是重庆市唯一

入选学校，成功获批国家级试点学

校。

綦江中学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项试点教育工作，旨在培养青少年

创新精神和知识产权意识。学校将

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教育辐射带动作

用，为形成“教育一个学生，影响一

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局面而不

懈努力。

第四批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确定

綦江中学为全市唯一入选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