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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专科、本科函授学员，专业多、
层次广，入学方式灵活简便，全国学历，
教育部网上注册。

招生对象：年满17周岁以上公民。
联办学校：国家开放大学、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大学、大

连理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名牌高
校。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9月12日
报名学习地点：永川区汇龙大道

586号（永川区委党校、永川电大）
咨询热线：49844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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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光 成 （ 身 份 证 ：

510229194702183713）遗失伤残军人
证，声明作废。

▲重庆志辉机械有限公司遗失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永川泸州街支行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530025024001，声明作废。

▲李杨、李自会夫妇之女李晶锌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证号：O500354226，声
明作废。

本报讯（通讯员 周 舟）2018

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是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后首个科技工作者

自己的节日。区科协结合实际，以

多种形式庆祝“全国科技工作者

日”，营造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走访慰问科技工作者。区科

协负责人带队走访慰问了各领域

20名科技工作者，举办了科技工作

者座谈交流会。开展科技助力精

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活动。组织涉医

科技工作者到卫星湖街道南华村指

导村卫生室建设；邀请专家为南华

村花椒种植户举办生产技术现场培

训；向南华村12户建卡贫困种植户

赠送化肥；召开科技助力精准扶贫

和乡村振兴座谈会，为科技助力精

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建言献策。组织

科普专家到大安等镇街开展防震减

灾宣传活动，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

识。举办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

组织科普大篷车、科普教育基地的

专家先后到临江小学、金龙中学等

10余所学校开展科学体验、科普讲

座等活动，培养青少年爱科学、学科

学、用科学的精神。在凤凰湖小学

举办了以“普及科学知识·助力乡村

振兴”为主题的全区首届公民科学

素质大赛。21支参赛代表队围绕

《公民科学素质问答与测试》等内容

同台竞技。开展优秀科技工作者集

中宣传活动。联合《永川日报》以

“新时代科技创新先锋”为题，集中

对李璐等优秀科技工作者的先进事

迹进行宣传报道。

永川区多种形式庆祝“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日前，重庆市委托第三方

机构到双石镇调查农村人居

环境综合整治，该镇复生桥村

常态化机制的完善与健全获

得一致好评。

面临新形势任务新要求，

双石镇党委书记唐文模在接

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双石镇将

紧扣“兴业兴城、强区富民”总

任务，培优补短、精准发力，以

工业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高品质生活创造生态环境。

坚持破立并举，推动产业

转型。打破经济对传统能源

的过度依赖。坚决淘汰落后

产能，先后关闭多家生产技术

落后工业企业，去煤炭产能

34万吨、矸砖6千万匹。培植

新的经济增长点。出台奖励

办法，鼓励工业企业提标升

规、技改升级、打造品牌，不断

进行自我革新。未来的双石

工业，将以新型能源新型建材

作骨干支持，队火保温材料、

昂立结构钢材、中石化仓储等

为重点。利用关停煤矿、监狱

茶厂等闲置国有资产引进特

色项目，实现了变废为宝。狠

抓生态服务，种好发展的“梧

桐树”，复生桥水库等一批现

代特色效益农业园呼之欲出：

特色水果蓝莓、杂柑、脆李品

牌化，800 亩机采茶园标准

化，目前茶叶加工厂即将建

成。

明确三条主线，助力乡村

振兴。首先是“吸引人”。通

过各类技能培训、对口招聘会

等方式，今年吸引约600名外

出务工者返乡创业就业，为乡

村振兴注入人才力量。其次

是“美化形”。落实厕所革命，

每年对 300-400 农户的厕

所、厨房、化粪池改造实施以

奖代补，更新换代城市公共设

施，稳步推进小康路建设，全

面落实河长制，清理河流漂浮

物及河岸垃圾，整治小安溪河

沿河污染源，让人居环境更加

美丽。最后是“守住魂”。将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双石小

金龙”列为双石中学体育特色

课程加以推广。制定村规民

约、社区公约，劝导群众明礼

知耻、崇德向善，结合快板、小

品等文艺活动，让文明新风在

乡村落地生根。

聚焦群众关切，提升民

生福祉。严格落实“两眼向

下”工作机制，优化网格化管

理，开展民情恳谈会、落实巡

回办公等便民服务，定期研

究群众反馈，做到群众有所

呼，政府有所应。坚持以问

题为导向完善帮扶措施，加

大扶持力度，激发内生动力，

巩固脱贫成果，目前未脱贫

仅 19户。落实“1+4+1”机

制，确保贫困不代际相传。

加大普惠性政策落实到位，

发挥好集体监督作用，将好

事办好实事办实。

强化社会治理，培优发展

环境。做实“乡贤评理堂”，引

导群众见贤思齐。坚持领导

干部接访，积极化解信访积

案，依法及时回应群众诉求，

让德治和法治相得益彰，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严格落实安

全监管责任，注重发现问题的

整改，形成闭环管理。

坚持从严治党，打造坚

实堡垒。加强领导班子和干

部队伍建设，抓常抓长建设

良好作风，从严从实严肃政

治生活，落细落实规范党内

规章，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

干部队伍。

本报讯（记者 涂 燕 通讯员 宋

代兰）6月12日下午，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孔萍，率永川特色经济作物研

究所、君意食品有限公司等单位负责

人，到松溉镇打鱼河村进行调研。

调研中，孔萍现场察看670亩

优质大豆的长势情况，认真了解了该

村扶贫工作取得的成绩。打鱼河村

下一步将走农旅结合的路子，以桂

圆、荔枝、桑果、柑橘为主导产业，间

种大豆、蔬菜、中药材、花卉等，同时

配套松溉古镇旅游，发展农产品深加

工，通过电商、超市等途径销售出

去。孔萍充分肯定了打鱼河村在精

准扶贫方面取得的成绩，对今后工作

思路和打算表示赞同。她希望，在今

后的工作发展中，要围绕产业扶贫脱

贫这条主线，为农户持续增收创造条

件，与松溉古镇旅游业的发展相结

合，不断探索新路子，闯出新天地。

区人大代表到松溉镇打鱼河村调研脱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 吴艾玲）6月12

日下午，永川区诚信(征信)及金融

知识教育基地授牌仪式在重庆财

经职业学院举行。

启动仪式上，人民银行、建设

银行代表与重庆市财经职业学院

签署了校园金融服务合作协议，人

民银行永川中心支行负责人为财

经学院授牌，并向同学们赠送了

《现代征信学》《宪法》等有关书

籍。学生代表宣读诚信倡议书。

据了解，诚信文化教育基地的

建立，是我区征信文化教育工作领

域的新尝试，通过双方在信用管理

和征信管理方面的全方位合作，逐

步引导大学生树立守信意识，对于

进一步提高我区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积极、奋进、

诚实、守约的文明之风具有积极的

意义。

永川区诚信（征信）及金融知识教育基地正式授牌

第三届青峰水乡文化节暨果蔬采摘节15日开幕
本报讯（记者 陈仕川）6月12日，记者从2018永川区

“青峰里·四季游”夏季游活动第三届青峰水乡文化节暨果蔬

采摘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主题为“青峰里·水乡乐”的2018

永川区“青峰里·四季游”夏季游活动第三届青峰水乡文化节

暨果蔬采摘节将于6月15日至10月31日举行。期间将在青

峰水乡生态园进行钓鱼比赛、游泳比赛及负重泅渡比赛、端

午粽子DIY评比赛、水上高尔夫比赛、勇者之战水上冲关比

赛、浑水摸鱼大赛、水上纸船竞赛、七夕主题活动、中秋水乡

赏月夜、国庆水乡乐翻天、最美青峰摄影比赛展等12项活动，

以及配套的“绿色乡情——后备箱之恋”青峰土特展、果蔬采

摘活动、生态垂钓活动、青峰红高粱酒观赏品鉴活动等。

▲

俯瞰复生桥水库风光。

▲

双石镇党委主要负责人调研扶

贫工作。 （双石镇供图）

转型惠民生 生态美双石
——访双石镇党委书记唐文模

本报记者 凌泽英

6月13日，区城乡建委建馨志愿者走进万达广

场、俊豪宽天下、金科天悦府等项目部，与施工一线

的建筑工人开展“片片粽叶情·比比谁最行”包粽子

比赛。比赛现场，建馨志愿者与建筑工人忙碌地淘

米、拌料、调味，其乐融融包粽子、话习俗，工地上飘

着粽香，洋溢着温情。同时，建馨志愿者还将送文艺

汇演进项目工地，把歌舞献给劳动者，共享节日快

乐！

图为建馨志愿者在万达广场项目部与建筑工人

一起包粽子。

记者 陈仕川 摄

本报讯（记者 龙远信）赏田园风

光、揽人文胜境、品田园文化、尝舌尖

上的来苏、享来苏绿色购……昨日，记

者从来苏镇获悉，以“绿水青山、禅稻

共享，3D田园、诗意来苏”为主题的

2018年禅稻共享3D彩色稻田消夏体

验游将于本月16日至8月31日举行，

呈现给旅游不一样的田园风光，不一

样的乡村旅游体验。

据了解，活动核心区为来苏镇梳

妆台—伍家坝区域。活动期间，游客

可以车览浪门滩彩绘(钰河湾至伍家

坝美丽公路彩色轮胎)，漫游3D村落

图像，放眼3D彩色稻田，近观镜田湿

地风车，轻渡来苏河浮桥，闲逛禅稻民

宿文化村落，沉醉河坝红高粱，走进柠

檬庄园，周游转龙桥、聂家桥、英山湖、

关门山。嬉戏亲子水上乐园，感受体

育小镇（钰河湾）五人制笼式足球。还

可以登梳妆台寺、东林寺、石缘寺，游

明代玄幻斜塔、清代崖居、中国最美三

线时期水库——革命水库，看广场舞、

田坎舞，赏民俗文化展（连枪、花船、高

跷），听民间器乐演奏、田园诗歌朗诵、

田园合唱曲等，感受人文来苏的魅

力。主办方将同步加推农事体验游：

挖莲藕、包粽子、钓龙虾、钓生态鱼。

此外，还可以尽享来苏头刀菜 、中华

鳖、大闸蟹、水糖粑粑 、水库鱼等12道

特色美食，采摘关门山生态李、蔬菜、

艾八姐西瓜等。

此外，还将举行“寻找最美乡愁”

系列活动、马拉松健康跑、人文来苏采

风及摄影展等主题活动。

绿水青山 诗意来苏

2018禅稻共享3D彩色稻田消夏体验游即将开启
我区“体彩杯”全民健身运动会1分钟跳绳赛落幕

日前，永川区“体彩杯”全

民健身运动会 1 分钟跳绳赛

在永川体育馆落下帷幕。来

自各镇街、部门、学校的34支

代表队参加比赛。经过激烈

角逐，三教队夺冠，南大街队、

何埂队分获第二、三名。

图为比赛现场。

记者 凌泽英 摄

工地粽飘香

本报讯（记者 张 玲）6月13日

上午，以“感恩生命·健康生活”为主

题的2018年永川区全民禁毒宣传

月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重庆城市职

业学院顺利举行。区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区禁毒委主任罗晓春致开

幕词，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区禁

毒委副主任刘建中出席并讲话。

启动仪式上，罗晓春指出：毒品

的危害是巨大的，切不可沾染。毒

品的危害世人皆知，一旦沾染毒品，

带来的必然是妻离子散，家破人

亡。打击的力度是空前的，切不可

侥幸。政法机关将始终保持严打高

压态势，对以身试法、寻求刺激、心

存侥幸的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严惩、

决不姑息手软。奋斗的青春是最美

丽的，切不可放纵。希望同学们在美

好的青春岁月中把握方向，坚定目

标，认清形势，不走弯路，不走错路，

以青春奋斗的自我实现人生抱负，书

写人生的华美乐章；同时也希望各学

校加强引导，为学生健康成长成才营

造阳光环境、创造一片净土。

刘建中指出，今天专门举行全

民禁毒宣传月启动仪式，是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是认真落实中央、

市委市政府关于禁毒工作决策部

署的重要举措。我区作为全市职

业教育基地，加强青少年禁毒宣传

工作，特别是加强在校学生禁毒宣

传教育工作十分重要。希望全区各

级各部门紧紧抓住校园禁毒这一主

阵地，全面深化青少年毒品预防教

育，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推动

禁毒人民斗争，为打造平安永川，构

建和谐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希望广大青少年要珍惜宝贵年

华，争做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知识

丰富、开拓进取的一代新人。

在启动仪式上，区公安干警、学

生们还先后带来了歌曲、小品、书画

展等，以多种形式开展禁毒宣传。

我区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活动正式启动
罗晓春等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