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保障低收入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按照上级文

件精神，我区自去年7月起，从失业保险基金组织资金，连续12个月向领取失

业保险金人员发放价格临时补贴。截至目前，全区享受价格临时补贴29000

余人次，发放资金155余万元。

通讯员 文雨

端午节期间，我区向2020年6月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和领取

生活费的国有企业大龄下岗职工开展慰问，每名失业人员50元慰问金，全区

累计发放约12万元慰问金，惠及2300余名失业人员和国有企业大龄下岗职

工。 通讯员 文雨

6月29日，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的专家走进工业园区，开展工伤预防和

工伤保险政策宣传业务培训，园区70多家企业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

通讯员 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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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体育中心恒温游泳馆良好

的多功能性，既能满足地区性和

全国单项比赛的需求，又能满足

游泳培训、全民健身等需求，是集

竞技赛事、全民健身、文化娱乐为

一体的综合性体育建筑。

“开始划水时伸展双臂，双手

稍微向外翻，双臂横扫时应当加

速，保持抓水动作……”周一至周

五，每天下午5点，区体育中心恒

温游泳馆摇身一变成了中小学生

上游泳课的教室。

游泳课堂从校园搬到游泳

馆，这让学生学习不再停留于理

论，更有利于学生快速学习自救

能力、增强身体素质。近年来，区

体育中心恒温游泳馆先后与通惠

小学、通惠中学、实验一小等多所

学校联合开设游泳课堂，全力配

合开展生命教育和素质教育。

“游泳课堂的开设非常有意

义，我女儿经过学习，不仅学会了

游泳，而且热爱上了这项运动，以

后我们也会大力支持她。”如今，

贾先生一家都是游泳运动的爱好

者，一有空一家人便会前往游泳

馆游上一游。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为青

少年提供更好的学习训练环境，

是区体育中心游泳馆义不容辞的

事情。开馆后，该游泳馆一直是

全区青少年游泳训练的重要场

所，优质的环境和服务促进青少

年取得了优异成绩，并为国家输

送了明新悦等优秀人才。

体育不仅仅是破纪录、拿金

牌，更是民生大计，直接关系到人

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幸福生活。

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

育健身需求，营造全民健身的浓

厚氛围，区体育中心恒温游泳馆

还开启了免费和低收费开放模

式。据了解，游泳馆营业时间为

早 7：30-晚 10：00，每天早上 7：

30-9：30 为低收费时段，20 元/2

小时；每年8月8日“全民健身日”

实行全天免费向市民开放。

“体育中心恒温游泳馆的池

水清澈见底、水温如一，四周还有

救生员，在这里游泳让人非常放

心、舒心。”市民马先生是一名游

泳爱好者，也是体育中心恒温游

泳馆的会员，他说，自从有了如此

高端大气的游泳馆，他游泳运动

的时间明显增多，身体也越来越

好了。

体育代表着青春、健康、活力，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近年来，我区切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实现人民

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大资金投入、强化管理建设，努力构建较为完备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在魅力之都东部新城的中央，有这样一座建筑，它酷似鸟巢、恢宏大气，它的存在意味着城市配套的完善升级，它的修建填补了我区不能承接大型体育赛事的空白，它

就是体育中心。体育中心由主馆、恒温游泳馆、服务中心和综合运动场四部分组成。其中，恒温游泳馆自2018年开馆以来，一直以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高水平服务，有

力助推体育事业和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区体育中心恒温游泳馆外部

为银灰色钢架结构，呈圆形，占地

6486平方米。穿过服务中心、更衣

室、消毒池，来到游泳馆便可以看

到，1000余个观众席在右手边一字

排开，长50米、宽25米的标准池和

长 25 米、宽 16 米的训练池内碧波

荡漾，在游泳池两端还设有专业跳

台和痰桶、两侧不断有水溢出进入

循环系统。

大气的设计、高端的建设、整

洁的环境让人为之赞叹。重庆文

康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韩玉宝告诉记者，游泳馆相关建设

要求及配套设施、赛事功能用房均

按照国家标准配置，水质达到世界

上最严水质标准——欧盟水质标

准，是全市唯一一个高规格恒温游

泳馆。

“氯值 0.3，PH 值 7.56……”采

访中，工作人员正好对池水进行抽

样检测，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每

天每2小时检测一次池水、开展一

次消毒工作，且整个水循环系统24

小时运作，每天自动补水350吨以

上，良好的管理机制以及超强的水

循环系统，切实为来馆群众的身体

健康筑牢防护墙。

高标准、高水平游泳馆的修建

为承接大型游泳比赛打下了坚实

基础，如今，我区纵身一跃成为各

项赛事的东道主。

运动员们戴上面罩、泳帽、手

套，穿上脚蹼，手持球棍，深吸一口

气潜入水底，想尽一切办法将一只

扁圆形的球推到对方球门内，在一

攻一守的几十秒间，大家忍耐、协

作、爆发……2018 年 6 月 16 日，第

四届水下曲棍球中国杯暨国际邀

请赛第一届全国青少年水下曲棍

球大赛在区体育中心恒温游泳馆

举行，来自新加坡、菲律宾、香港、

苏州、上海、成都等地的22支代表

队参赛。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运

动员们在池底展开一场别开生面

的“激战”。

据了解，水下曲棍球是一项类

似曲棍球和冰球结合的球类运动，

因为比赛全程在水下完成，所以该

赛事对水质要求特别高，而此次大

赛选择在我区体育中心恒温游泳

馆举办，足以证明了该游泳馆的强

大实力。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

育兴。区体育中心恒温游泳馆作

为全市体育设施建设的强大“硬

核”，始终以昂扬的姿态助推体育

事业发展。据悉，近年来，区体育

中心恒温游泳馆先后承办了重庆

市青少年冬季游泳技术锦标赛、重

庆市游泳冠军赛、第四届水下曲棍

球中国杯暨国际邀请赛第一届全

国青少年水下曲棍球大赛、青少年

游泳锦标赛、全国游泳锻炼等级标

准测试等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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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城綦城 引领全民健康生活引领全民健康生活“水立方”

优质资源让全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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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畅）日

前，经人力社保局、财政局审核，

位于石角镇的金种子·农创空间

被命名为“重庆市綦江区创业孵

化基地”，标志着我区首个农业领

域区级创业孵化基地正式成立。

金种子·农创空间位于石角

镇江北新城，配置公共办公区、商

业洽谈区、会议室、融资办公室和

企业办公室。主要为高校毕业

生、退伍军人、返乡农民工、贫困

人员创办的创业项目提供办公场

地、政策咨询、创业培训、就业指

导、项目推介、管理咨询、融资支

持以及法律财会等方面一条龙就

业创业服务。解决创业没项目、

就业没门路、做事没平台、经营没

资源等困境。通过政策咨询、专

家指导、技术推广、法律财务和跟

踪管理服务等，实现“以创新带动

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

致力于服务农村经济发展

据悉，该基地有专职人员 7

名，创业导师 4 名，入驻企业 22

家，服务企业 97 家，带动就业 35

人，涵盖电子商务、畜牧养殖、特

色蔬菜种植、农副产品加工等行

业。2019 年以来帮助企业融资

150余万元，组织基地创业项目参

加各种展销活动，打通线上、线下

销售渠道，帮助农业企业、家庭农

场销售达1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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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我们的节日··端午端午

日前，在区光荣院，共青团綦江区委青年志愿者和退伍老兵一起包粽子。

当日，共青团綦江区委开展“阵阵粽叶香浓浓敬老情”慰问活动，15名青年志愿者带着粽叶和

糯米等食材来到光荣院，和抗美援朝老兵、退伍老兵一起包粽子、吃粽子，陪他们度过一个开心快

乐的端午节。 记者 陈星宇 摄

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6月28

日，我区社区教育工作现场会在东

溪镇社区教育学校召开，各街镇社

区教育学校、各成员单位社区教育

管理干部参加会议。

会前，参会人员现场观摩了东

溪镇社区教育学校和万天宫、南华

宫两个社区学习点的上课及活动开

展情况，并就资料收集、归档进行了

现场学习。

会议指出，全区基本建成以区

社区教育学院为龙头，镇（街）社区

教育学校为主体，村（居）社区教育

学习点为基础的区、镇（街）、村（社

区）三级社区教育办学运行网络。

全区开展社区教育活动达200余场

次，参与人数达3万余人次，内容涉

及家庭亲子教育活动、青少年课外

辅导培训、老年人老有所乐活动、农

民实用技术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

培训、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等

方面。各街镇积极开展特色品牌项

目的创建工作，深入挖掘红色文化、

抗战文化、市级非遗项目等地方特

色教育资源，通过讲故事、办讲座、

游学参观等形式，提高市民对本土

文化的认知和人文素养，打造社区

教育特色品牌。

会议要求，要因地制宜，以示范

街镇创建评估工作为抓手，加快推

进学习型社会建设；要充分发挥社

区教育平台优势，提高服务能力，满

足城乡居民多样化学习需求；要深

度挖掘文化内涵，丰富活动载体，彰

显地方特色，打造区域品牌。

本报讯（记者 吴长飞 通讯

员 罗瑞丹）日前，重庆海瑞克科技

有限公司与我区招商投资局、三江

街道办事处正式签署投资协议，标

志着海瑞克 2000 吨/年新型环保阻

燃材料项目落地三江。

据了解，重庆海瑞克科技有限

公司拟在綦江区三江街道投资建设

2000吨/年新型环保阻燃材料项目，

主要从事新型环保阻燃材料的生

产、研发，重点为电器、线缆等提供

环保阻燃材料。

该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其中

固定资产投资 1500 万元，分二期建

设。一期预计投资 2000 万元，其中

固定资产投资800万元，含厂房改造

80万元、分析设备50万元、生产设备

500万元、环保设备70万元等；二期

预计投资 3000 万元，主要用于未来

的扩大厂房、投入新型设备等。项

目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

值8000万元，税收约800万元。

三级社区教育办学网络基本建成

我区召开现场会再部署新型环保阻燃材料项目落地綦江
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8000万元

青少年在区体育中心恒温游泳馆进行游泳培训。 记者 王京华 摄▲

▲区体育中心恒温游泳馆正在举办游泳赛事。 记者 王京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