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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明 让 綦 江 更 美 好

本报讯（通讯员 梁雪浪）日前，郭扶镇

人大组织区镇人大代表和辖区部分群众在

骑龙场召开院坝会，宣讲綦江区创建全国文

明城区工作，商讨农村老乡场在文明村镇建

设工作中的作用作为，号召人大代表和广大

群众积极投身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中

来。

参会人大代表纷纷表示，将以志愿者身

份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与广大干部群众一

道积极开展文明村镇创建，要抓住人居环境

治理、社会公共秩序、群众教育引导等重点，

引导群众移风易俗，树立文明生产、生活观

念，争当文明公民、展示文明形象，用实际行

动助力我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郭扶镇：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夏昌铭）7

月13日，扶欢镇高滩村，该镇人大

代表赵久红带领志愿者清理村级

公路边的杂草。

据了解，扶欢镇人大结合乡村

振兴工作要求，向全镇人大代表发

出倡议，充分发挥代表作用，通过

人大代表带头示范、带动村民、带

出样板，全力助推全镇农村人居环

境更美丽更舒适。

代表们在做好自家房屋及周

边环境卫生、管护好房前屋后花草

树木的同时，主动帮助1至2户年

老体弱村民搞好清洁卫生，并带头

开展公路沿途、健身广场等公共地

段保洁、美化工作。

代表们表示，在助推人居环境

改善过程中，增强了作为人大代表

的荣誉感，也丰富了自己的履职内

容。

扶欢镇：人大代表带头美化环境

▶院坝会宣讲创建工作。

◀人大代表和志愿者一起清理路边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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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圣龙）

暑期虽然炎热，但也阻挡不了

孩子到书店选购图书、享受阅

读的热情。日前记者走访城

区各大书店发现，暑期书店俨

然已成孩子们的“乐园”。

一大早，新华书店店门

一开，等候在此的孩子们便

奔向自己喜爱的书柜，挑选

辅导读本以及时下的热门书

籍。八年级的周晓和她的同

学王欣柠一起正认认真真地

翻看《五年中考 三年模拟》中

考辅导书。就算放暑假，刻

苦学习的她也没有放松学

习，而是抓住暑假的时间更

加努力学习，希望明年考上

理想的学校。

“放假过后，我特意来新

华书店买了数学和物理辅导

书，还买了鲁迅先生的《朝花

夕拾》等课外读本，利用假期

多读书、读好书，增加自己的

知识储备量，希望在新的学

期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六

年级学生唐盛说。

记者了解到，新华书店

近来各类学生读物图书销售

近千册，高峰期人流量在200

人次左右。考虑到暑期读者

的阅读需求，新华书店在中

小学、少儿、社科组等区域增

派了工作人员，同时开展形

式多样的阅读活动，让读者

们尽享“悦”读之乐，为读者

们服好务。

本 报 讯（记 者 刘 柳

吟）7月13日，区科协、区社

科联联合古南街道新山村

社区和惠视眼科医院，进社

区开展“关爱社区青少年身

心健康，珍爱生命、健康成

长”和“保护眼晴、预防近

视”主题科普讲座，辖区100

余名青少年参加。

讲座中，南州中学心理

老师余颖以生动的语言和

丰富的实践案例阐释了生

命的意义，引导学生通过游

戏活动、故事分享、讨论合

作、角色扮演等，帮助孩子

们了解自我、表达自我、释

放自我，以积极乐观的心态

面对生活、悦纳生活。惠视

眼科医院视光师张裔则针

对目前儿童近视发病率较

高的特点，结合有趣的图

片，深入浅出地给孩子们讲

解了眼睛的基本结构、近视

眼的成因、近视是如何发生

的、不良的用眼习惯都有哪

些危害等，让孩子们养成科

学的用眼习惯。

活动不仅帮孩子们掌握了一些了心理健

康知识，提高了自我认识，还增进了孩子们对

眼睛的了解，掌握了科学用眼方式。据介绍，

接下来，讲座活动将在全区28个社区轮流开

展，丰富孩子们暑期生活的同时，加强青少年

创新能力培养，推动科普教育深入社区，助力

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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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城区用户：

綦江城区取水水源来自位于綦江

三角镇的綦江鱼栏咀水库，由于自2020

年11月以来鱼栏咀水库集雨区面积内

一直未有大的降雨，水库水位下降较

快，截至目前水位已下降到335米高程

左右，造成设置于335米高程的水库中

层取水口已无法正常取水。为保证城

区供水，我司于2021年7月10日晚按照

鱼栏咀水库取水设计，将取水口调至下

一个位于 318.5 米高程的底层取水口，

因水库底层水温偏低，进而造成城区自

来水出现冰凉的情况。

目前，经水质化验检测，綦江城区

自来水符合国家城市饮用水卫生标准，

市民可放心使用。

重庆市渝綦水务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2日

重庆市渝綦水务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近日綦江城区自来水
水温偏低的情况说明

1. 袁星春（身份证号：510223197502203519）遗失伤残军人证，证件编号：渝

军Q010124，声明作废。

2. 何朝国（身份证号：51022319590305501X），遗失重庆市优抚对象抚恤补

助证，编号：0222434，声明作废。

3. 刘高金（身份证号：510223195507133610），遗失重庆市优抚对象抚恤补助

证，编号：004084，声明作废。

4. 重 庆 市 綦 江 区 石 壕 镇 人 民 政 府 开 具 发 票 不 慎 遗 失 ，发 票 编 号 ：

000276481，发票金额 204471.16 元（大写：贰拾万零肆仟肆佰柒拾壹元壹角陆

分），声明作废。

5.龚顺超（身份证号：510223196409244311），遗失优抚对象定期定量补助领

取证，声明作废。

横山旅游环线开通
全程票价3元，运营时间6:30至21:00

书店成孩子们暑期“乐园”

学生们正在翻阅辅导读本。记者 杨圣龙 摄

本 报 讯（通 讯 员 陈 淑 宝

黄雅琴 袁瑞）为进一步优化横

山公交线路，方便游客和当地群

众出行，日前，横山旅游度假区观

光环线正式开通，全程票价3元。

该旅游环线由横山新寨门

（南门）开往横山一舍，途径第一

村、帝岭、横山政府、观云庄等 17

个站点，全程15公里，投入2辆19

座客运车辆运营，每天运营时间

为6：30至21：00，轮流发车。

该旅游环线开通首日，不少

游客和当地群众便试乘了这趟环

线。“以前只有乡镇公交，赶不上

第一班车就只有等下一班，每班

间隔1个小时，太不方便了，而且

只能到巨龙场，横山另一半的路

就没有了车，只能走路。”王大爷

乘坐旅游环线绕横山一圈只用了

1 个小时，激动地说，“现在有了

旅游环线，出门就方便了，一趟车

就能贯穿整个横山镇，没事我还

能坐车看看横山另一边的风景。

感谢政府，为我们办了件大好

事！”

据悉，横山旅游度假区位于

重庆市郊以南，坐落于綦江区横

山镇，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夏季

平均气温 25℃，是距离重庆主城

最近的千米高山度假小镇，被誉

为“天然空调”小镇，享有重庆“百

岁之乡”等美誉。

酷暑将至，横山旅游环线的

开通，将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文

明城区创建，助推綦江交旅融合

高品质发展，为群众的出行带来

更大的便利，不断增进人民群众

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重庆开通首次申领
身份证市内“异地通办”

重庆日报讯（记者 周松）7 月 12

日，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发布消息称，从7

月13日起，公安机关将开通市内户籍居

民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异地通办”服

务，届时，只要是重庆户籍居民，就可到

市内任一居民身份证办证窗口申办居

民身份证，解除了以往首次申领居民身

份证必须回户籍地申办的限制。

据了解，开展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

市内“异地通办”，是公安机关加快推进

“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公安机

关“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体现。

警方提醒，以下情形将不予异地受

理：申请人提供的姓名、性别、民族、出

生日期、公民身份号码、常住户口所在

地住址与人口信息管理系统登记不一

致；户口疑似虚假、重复登记；有伪造、

变造、买卖、冒领、骗领、冒用居民户口

簿、居民身份证、护照、驾驶证和买卖、

使用伪造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护照、驾驶证等国家机关证件行为；属

于国家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推送的

不良信用记录人员；不满足受理条件或

有其他特殊情形。

据7月13日《重庆日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有关规定，现对船舶污染物集中处置上

岸码头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

开下列信息：

1.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船舶污染物集中处

置上岸码头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项目地址：重庆市綦江区古南街道

飞鹅社区6组

项目建设内容：本工程拟建船舶污

染物集中处置上岸码头泊位2个及相应

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82吨，其中船

舶生活污水 391 吨，船舶含油污水 44

吨，船舶垃圾47吨。主要建设内容为水

工建筑物、陆域形成、堆场道路、生产辅

助建筑物等。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重庆市綦江区港航海事

事务中心

联系人：杨老师

联系电话：023-48678128

邮箱：qjghmsa@163.com

通讯地址：重庆市綦江区沙溪路28

附8号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的名称

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

有限公司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可直接通过以下链接

下载：http://www.wz.gov.cn/zwxx_266

/gggs/202006/P02020063032021785002

0.docx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
途经

各位公众在了解项目基本情况的基

础上，可自即日起至本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前通过信函、电子

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重庆市綦江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
2021年7月8日

船舶污染物集中处置上岸码头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首次信息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