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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重庆市綦江区赵玲农家乐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00222057794059N, 申 明 遗

失。

科瑞弘发药房綦江区百草

堂药店中医坐堂医诊所营业执

照（副 本）遗 失 ，登 记 号 ：

500222014019，申明遗失。

科瑞弘发药房綦江区金福

堂药店中医坐堂医诊所营业执

照（副 本）遗 失 ，登 记 号 ：

500222013919，申明遗失。

脱 贫 攻 坚 进 行 时

即日起，綦江区区长民营企业专线电话（023-

48678000）正式开通，主要负责听取和处理民营企业

向区政府反映的投诉请求、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等事

项。欢迎拨打区长民营企业专线，服务时间为：工作

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00。

赏一场婚纱秀、品一杯清茶、看

一场狮舞表演……9 月 12 日至 15

日，第八届重庆国际文化产业博览

会将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

届重庆文博会展览面积达6万平方

米，共设 5 个主题展馆，其中“晒文

化·晒风景”成果馆将有 38 个区县

（自治县）展示“双晒”成果。

今年 3 月以来，重庆开展“晒文

化·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各

个区县兴起一场人文和生态大“探

矿”、大“赛宝”，以全媒体形态展示

和推介文化宝贝、生态美景。9月2

日，记者了解到，各区县将在文博会

展厅中“秀”出颜值和气质。

市民可享受沉浸式体验

体验VR技术、观赏婚纱礼服情

景秀、欣赏茶艺表演……记者在采

访中了解到，多个区县在展厅打造

和展品布置上重点突出了互动性，

让市民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感受文化

魅力。

巴南区展厅主要分为 VR 虚拟

技术现场互动体验区、文创作品展

示区、以浸入式实体演艺为主的特

色表演体验区、以演艺产业为主题

的商业洽谈区等展区。在 VR 虚拟

技术现场互动体验区，将采用 VR、

全息投影等技术增强现场互动体

验，为展区聚集人流。

江北区展厅设计以“古城巴郡·

时尚江北”为主题，在内容上，融入

书店、文创产品、珠宝饰品、婚纱等

新兴文化产业元素，重点突出美观、

大气、时尚的格调，打造沉浸式、互

动性观展感受。该区文旅委相关人

士介绍，市民可以在文博会现场欣

赏到模特现场演绎的婚纱礼服情景

秀。

大足区文旅委人士介绍，大足

展区将展示丰富多彩的非遗类表演

性项目，如石雕技艺展演、双桥狮舞

表演、汉服表演、香道表演等，让市

民感受到大足的人文底蕴。

文化名片闪耀文博会

据介绍，渝北区展区分为文化

展示区、互动体验区、舞台展示区。

文化展示区主要展示具有渝北特色

的临空文化、温泉文化、古镇文化、

红色文化、非遗文化。市民将在该

展区欣赏到渝北木雕的精美工艺，

重温红岩英烈王朴的事迹，聆听小

河锣鼓的独特音韵。

綦江区展厅以版画文化为重

点，主要突出綦江“三养”“三想”文

化旅游品牌。展会期间，綦江展厅

除了从不同侧面展现古剑山、老瀛

山、东溪古镇、横山等旅游景区，还

推出版画现场印制等互动体验活

动。綦江农民版画源于明清年间的

木板年画，作品取材于广大农民群

众的生产生活实践，突现出古朴稚

拙、夸张浪漫的艺术效果，具有较高

的艺术价值。市民可在文博会现场

饱览綦江农民版画的独特艺术魅

力。

巫山县展厅突出展示巫山神女

文化、巫文化、巫山云雨、巫山红叶

等内容，吸引更多市民赴巫山实地

感受这座城市的秀美山水和人文风

情。

“秀”出文旅发展新成果

据介绍，一些区县将文博会视

为展示、推介当地文旅项目的优质

平台，将携众多文旅项目亮相。

“渝中区将在文博会重点推介

十八梯、山城巷、白象街等3个文旅

项目。”渝中区文旅委相关人士说，

今年上半年，十八梯传统风貌区首

开区已完成保护修缮，建筑错落分

布在梯坎两旁，再现巴渝民居风

情。目前虽然还未开街，但已有众

多市民、游客在网络上表达了对十

八梯传统风貌区首开区的期待。近

年来，山城巷的保护修缮也受到社

会的高度关注，虽然还在修缮之中，

但仍有众多游客纷纷前去“打卡”，

感受山水之城的风光。

沙坪坝区将在文博会展出文旅

休闲、工艺美术、创意设计等3大类

30余种文创产品，其中，将于2020年

上半年对外开放的文化旅游项目

——重庆融创文化旅游城项目，有

望成为本次展示的亮点之一。开放

后，该文旅城将以一场国际水准的

舞台秀“渝秀”诠释巴渝文化，以双

螺旋 U 型过山车给游客带来刺激，

以“能在上面吃火锅”的山顶夜光摩

天轮刷新游客对摩天轮的认知。

丰都县将组织雪玉洞、南天湖、

九重天等景区到展会现场参加宣传

推介，让更多市民了解丰都的文旅

融合发展成果。

据9月3日《重庆日报》

集中展现重庆山水颜值与人文气质
“晒文化·晒风景”成果馆将亮相重庆文博会

重庆日报记者 赵迎昭

綦江东溪抗战文化街风貌 通讯员 罗毅 摄

近日，郭扶镇永胜村，村民正在晾晒玉米。 近来，天气晴朗，乡村农家小院晒满了玉米、辣椒、大豆等农作物，处处洋溢着丰收的金色喜悦。

记者 陈星宇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钟萍方）近

日，2019年爱心圆梦助学基金发放

活动在三角镇中坝村便民服务中心

举行，24名入学新生获得助学资金。

本次爱心助学基金共筹集捐赠

资金49138 元，其中三峡银行綦江

支行捐赠3万元，社会各界人士及中

坝村村民自发捐赠19138元。活动

中，共有24名入学大学、初中、高中

的新生获得助学资金共26700元。

据中坝村驻村第一书记龙俊才

介绍，为持续推动中坝村脱贫攻坚

教育保障工作和乡村振兴人才培养

计划，助学基金奖励活动将每年按

期进行，扶贫扶志，鼓励村里的学子

们学习成才，回报家乡。

本报讯（通讯员 李凤林）我区

高度重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取得的成效明显。截至目前，全区

打掉涉黑犯罪集团1个，涉恶犯罪集

团2个、涉恶团伙3个，抓获涉黑涉

恶犯罪嫌疑人90名。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区纪

委监委收集处置问题线索39件，查

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7

件19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

人、组织处理13人，移送司法机关1

人；另查处其他违纪5件11人，其中

给予处分5人、组织处理6人。

我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明显

三角中坝村：24名入学新生获爱心助学资金

最近，古南街道尖山村贫困户

李朝辉有些高兴，因为他养的土鸭

出栏了。“这只土鸭肥，怕是能卖100

多块钱！”李朝辉拎起一只肥硕的鸭

子，笑开了花。

此前，李朝辉和妻子以种地为

生，供养女儿读书。夫妻二人虽然

勤劳，但没有好的“生财之道”，一家

人的生活捉襟见肘。“家里 4 亩地，

种些谷子、玉米、蔬菜，一年到头没

啥搞头。”

“谷子、玉米、蔬菜虽然卖不到

好多钱，但用这些粮食养土鸡、土鸭

卖，就增值了噻。”尖山村村支两委

看到了蕴含在李朝辉身上的商机。

2018年10月，该村相关负责人来到

李朝辉家中，提议他发展养殖产业，

并为其提供扶贫贷款申请和养殖技

术方面的帮扶。

本来就不想当贫困户，还有人

帮扶，李朝辉决心做村里贫困户中

第一个规模养殖的人。说干就干，

夫妻二人在自家水稻田旁边挖出养

殖沟，改成土鸭养殖园。2019年初，

在村干部的帮助下，李朝辉申请了5

万元的小额扶贫贷款，购进了 560

只鸭苗。

“在幼鸭期，我们把玉米打成粉

和着细菜叶喂，在成鸭期就直接喂

干玉米和菜叶。”由于整个生长周期

没有喂任何饲料，7月，李朝辉首批

养殖的土鸭一出栏便迎来热销。

“鸭子吃稻谷、蔬菜，不用花钱

买饲料，鸭粪废物利用，给田地施

肥，还省了肥料钱。”李朝辉笑道。

现在，李朝辉又购进了500只鸭苗，

全年预计将实现销售收入 10 多万

元。

“鸭子要好好养下去，这几天，

我打算出去学习养殖技术。”李朝辉

兴致高昂，言语里尽是憧憬。

敢吃“螃蟹”
贫困户走上规模养鸭路

本报记者 刘琦 通讯员 刘艺

本报讯（通讯员 邓稳）9 月 2

日，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览入

展名单公示，来自綦江区教科所书

法教研员李楠琦的草书作品成功入

展，成为我区截至目前唯一入围该

项展览的作品。

据悉，全国书法篆刻展览由中

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书法家

协会主办，每 4 年举办一次。本次

展览共收到全国 32 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的 52620 件投稿作品，经过

评委会严格评审，共评出入展作品

1074件，其中草书作品仅220件。

本次展览旨在深入贯彻党中央

关于文艺工作的决策部署，引导广

大书法家和书法工作者坚定文化自

信，承续中华文脉，把握时代脉搏，

陶铸时代审美，推动书法事业可持

续发展，全面展示近年来书法篆刻

艺术的优秀成果。

綦江草书作品入围
全国书法篆刻展览

本报讯（通讯员 张庆）近日，

以“智造不凡”为主题的第二届中英

STEAM 国际创新大赛英国总决赛

在英国牛津大学皇家学院雅顿庄园

举行。经过国内初赛和复赛的筛

选，綦江中学初2020级学生崔哲语

凭借其作品《基于LoRa扩频技术的

自主巡航实时水质监测遥控船》脱

颖而出，入围此次国际创新大赛总

决赛，并获得中学组二等奖。

据悉，中英STEAM国际创新大

赛作为代表国际创新教育前沿方向

的大型赛事，积极倡导为社会培养

具备创新精神、创新思维能力、掌握

智能新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参赛作

品涉及家居安全、智能交通、环保监

测、智慧农业等多个领域。比赛主

要分为STEAM创新教育科技研学

活动和中英STEAM国际创新大赛

总决赛两部分。总决赛全程使用英

语交流与答辩，不仅要求选手熟悉

智能产品设计与制作技术，更对选

手的创新思维理念以及国际交流能

力提出了高要求。

綦中学子国际赛事拿奖
获第二届中英STEAM国际创新大

赛英国总决赛二等奖

崔哲语手持获奖证书 綦江中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