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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黄芷涵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出

生证编号 T500007329,遗失声明作

废。2021.03.2

▲李光维不慎遗失执业医师执业

证。证书编号：141500383000176，特

此声明作废。

▲李光维不慎遗失执业医师资格

证。证书编号：199850141，特此声明

作废。

艾滋病毒感染者有多少？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UNAIDS）估计，截至 2017

年底，全球现存活艾滋病毒感

染者 3690 万例，当年新发

HIV感染者180万例;我国报

告的现存艾滋病

毒 感 染 者

758610 例，当年

新发现艾滋病毒

感染者134512例（其中95%

通过性途径传播），当年报告

死亡30718例。

（未完待续）

永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

关于艾滋病的八个热点问题（之三）

一、用户申报受理单位（接报

部门）

重庆市永川区侨立银龙水业

有限公司

1、市场综合部——徐忠亚

——023-49656561

2、运营服务部——曾川——

18983431699

重庆市永川区侨立水务有限

公司

1、工程部——张翔——023-

49889473

二、申报安装的前置条件
1、老小区居民户（无物管的在

以上接报部门预登记）：周边有意

向安装直饮水户数达一定规模的

（不仅限于在同一栋楼，地面积

4000㎡范围内不跨市政道路为

宜）。

2、老小区居民户（有物管或业

委会，可在物管或业委会预登记）：

有意向安装直饮水的户数不得低

于总户数的30%（同一小区）。

3、新建小区、机关企事业单

位、学校、医院均可申报。

三、申报资料要求
1、老小区居民户：申报人身份

证、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复印件，一

式两份。

2、新建小区、机关企事业单

位、学校、医院采用电话申报登记。

四、安装、开通接水程序
用户在接报部门办理申报手

续——市场综合部审核资料、现场

踏勘——双方确定方案——双方

确定造价——签订供水合同——

用户交纳工程款——设备采购、施

工——工程部移交资料——运营

服务部建立档案——立户通水。

五、各工序时间节点
1、接报部门1个工作日完成资

料审核工作；

2、工程部3个工作日完成勘

察、设计、预算；

3、物资部25个工作日完成设

备采购并运至施工现场；

4、工程部5-45个工作日完成

施工工作（含系统调试、消毒）；

5、工程部2个工作日完成资料

移交工作；

6、运营服务部建立用户档案、

立户通水。

重庆市永川区侨立银龙水业

有限公司热忱为您服务！

服务电话：023-49656561

直饮水用户申报、施工、通水管理流程

尊敬的置铖荣华府业主：
我司开发的位于永川区灵龙

路699号的“置铖荣华府”项目二

期3栋物业已于2021年 3月 23

日完成竣工验收并取得相关证

书。具备交房资格并符合交房条

件，请置铖荣华府二期3栋的业主

于2021年3月30，携带相关资料

前往置铖荣华府二期3栋1楼架
空层办理接房手续！

咨询电话：023-49808891
特此通知

重庆卓扬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置铖荣华府二期交房公告

侨立银龙水业有限公司侨立银龙水业有限公司 区融媒体中心联办区融媒体中心联办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张

玲）3月26日，“倡导经典诵读·建

设书香校园”第五期工程儿童文学

经典赠书活动暨“名家进校园”阅

读活动走进来苏镇磨心桥小学。

区政协副主席、民进永川区委主

委、儿童文学作家钟代华参加。

在活动中，“倡导经典诵读·建

设书香校园”第五期工程儿童文学

经典赠书活动暨“名家进校园”阅

读活动向磨心桥小学捐赠了价值1

万元的书籍。 随后，钟代华为全校

教师和部分家长代表作了《阅读，

最美的成长》专题讲座，以此激发

广大师生的审美兴趣，提升广大师

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广大师生的阅

读习惯。最后，我区香喷喷故事团

成员还给孩子们分享了有趣的故

事，在与孩子们的互动中，让孩子

们感受到故事的力量。

儿童文学经典赠书活动走进磨心桥小学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张

玲）3月26日下午，中国招标投标协

会会长任珑一行在重庆市招标投标

协会会长李有余的陪同下来永，就

永川招标投标行业转型升级、党建

引领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重庆芳园建设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是中国招标协会会员单位、重

庆市招标投标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自2002年成立以来，该企业以党建

为引领，夯实“四进”助转型，从单

项的招标代理服务供给向综合性、

跨阶段、一体化的咨询服务供给转

变。在调研中，任珑一行走进重庆

芳园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详细

了解永川招标投标企业转型升级、

服务价值提升、招标采购电子化等

情况，并对永川推动招标投标行业

转型升级给予肯定。她表示，永川

招标投标行业的发展是永川区委、

区政府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区的最

好体现，也是其他地方学习的榜

样。转型升级是企业发展的趋势，

永川招标投标行业在转型升级中，

将党建与工作相融合，发挥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下

一步将推广永川招标投标行业转

型升级经验，让更多的企业学习永

川经验。

党建引领促发展 转型升级有实招

中国招标投标协会为永川招标投标点赞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钟

梅 通讯员 孙良卫）3月23日，记者

从区司法局获悉，连日来，该局紧扣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目

标，结合工作实际，精心制定党史学

习教育实施方案和学习任务清单，扎

实推进全局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该局坚持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和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相结合。

组织、引导全体党员把握学习教育

的重要性，通过学习让党员干部感

受老一辈革命者信念坚定、对党忠

诚、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秀品

质，进一步厚植司法为民理念，常怀

为民服务情怀，努力打造一支正规

化、专业化、职业化的司法行政“铁

军”。坚持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

服务大局、服务中心相结合。加强

依法治区统筹，做好法治永川建设

规划，争创法治政府单项示范，深入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坚持把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和“为民办实事”活动相

结合。把为民办实事作为党史学习

教育的落脚点，突出群众主题，以解

决群众个人难事为主，加大公共法

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力度，强化便民

服务举措，提升窗口服务实效，切实

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坚持

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基层社会治

理相结合。健全完善大调解体系，

构建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打造

我区一流化的行政复议调处中心。

深化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和社区品牌

调解室建设，充分发挥乡贤评理堂和

法治茶话会的作用，助力基层治理能

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区司法局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杨 雪）3月

22日下午，景圣中学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区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第十

组到会指导。

会议要求，全校党员要提高政治站

位，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

务。在学习内容上，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突出六大重点”和党中央《关于在

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明确的

“六大方面学习内容”进行安排。各党组

织要严格按照学习教育计划和任务清单，

陆续开展专题学习、专题党课、竞赛活动、

专题培训等形式多样的学习教育，激发全

体党员、干部和师生学史读史热情，营造

浓厚学习氛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同

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提升

办学治校能力水平，奋力开创学校各项事

业发展新局面。

景圣中学：学党史固根涵源 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付

丽 通讯员 万璐琳）历史是最好的

教科书。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增强党员党性修养，近日，三教

镇组织机关党支部部分党员、15

个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参观了邱

少云纪念馆，追溯红色记忆，感受

革命情怀。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党员们参

观了抗美援朝战争、邱少云成长及

革命历程、319高地争夺战、志愿

军英雄团队和志愿军武器4个展

厅。大家认真观看每一幅历史图

片、仔细阅读每一个动人故事，被

邱少云同志“胸怀大局、牺牲自我，

严守纪律、舍生取义，恪尽职守、坚

守承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深深震

撼。

大家纷纷表示：邱少云同志体

现了为整体胜利而勇于自我牺牲

的大无畏精神。作为新时代的共

产党员，将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强

化“四个意识”，不断提升自身业务

水平和能力，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

通过参观，党员们对党的奋斗

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从中体会

到了革命先辈们为争取祖国和平

统一和新中国成立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也更让

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学习英雄模范精

神，严守政治纪律和工作纪律，圆满完成各项工

作任务，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三
教
镇
：
组
织
参
观
邱
少
云
纪
念
馆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通讯员 周 建）3月23日，宝峰镇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会提出：严格党史学习教育目标要求，注重

以学促用、学用结合，精心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宝峰镇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提出，深刻认识，准确把握，

认真组织，扎实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迅速把思想和行动高度

统一到党中央、市委、区委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做到学有所思、

学有所悟、学有所得。该镇提出，结合党史教育，把握永泸高

速公路穿境而过的机遇，搞好道口经济，讲述好永川龙在宝峰

的人文故事，挖掘文化内涵，精心做好乡村振兴这篇文章。切

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强大动

力，以“站排头、争第一”的劲头，把各项工作任务抓紧抓实抓

出成效，以优异成绩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该镇党政班子成员、全体镇村（社区）干部及各支部书

记参加了当日的动员会。

宝峰镇：以学促用精心做好乡村振兴文章

3 月 25 日，区教委机关第三党支

部与红旗小学党总支在桂山公园革命

烈士纪念碑前联合开展“启动党史学

习，缅怀革命历史”主题党日活动。全

体党员佩戴党徽，整齐列队，在革命烈

士纪念碑前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通

过唱国歌、默哀、敬献花篮和鲜花、瞻

仰烈士雕像、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表

达对革命烈士的敬仰，表达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忠诚担当和为共产主义事

业奋斗终身的决心。

党员们纷纷表示，将认真开展党

史学习，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永川

的教育事业发展添砖加瓦。

图为全体党员在革命烈士纪念碑

前向革命烈士默哀。

记者 陈仕川 摄

不忘初心学党史 缅怀英烈励今人

3月24日，永川中学“红色百年·强我中华”体育文化节开启。开幕式上，学生们通过

歌唱、快板、朗诵、舞蹈等艺术展示形式，展现了“红船”、南昌起义、长征、抗日战争、开国

大典等历史场景。 记者 刘 灿 摄

永川中学：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学生体育文化节

（上接1版）
《条例》对文明用餐等进行了

相应规范。不违法食用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讲究餐桌礼

仪，提倡使用公筷公勺，不强行劝

酒；集中供餐的单位建立健全制止

餐饮浪费工作机制，优化供餐方

式，做到按用餐人数采购、配餐，制

止浪费行为；餐饮经营者在显著位

置张贴或者摆放节约用餐、反对浪

费等标识，引导消费者合理点餐、

适量取餐、剩余打包；个人用餐自

觉践行“光盘行动”。

奖罚分明。《条例》规定，建立

健全文明行为先进典型的表彰奖

励、优待制度；报刊、广播电视、网

络等媒体应当宣传文明行为规范

和先进事迹，批评不文明现象，弘

扬社会正气；鼓励捐献人体细胞、

组织、器官以及遗体，无偿献血

等。同时，《条例》明确，任何单位

和个人都有权劝阻、投诉、举报不

文明行为。

不文明行为将面临何种处

罚？《条例》规定，行为人多次实

施不文明行为，或者故意实施不

文明行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

者教唆、诱骗未成年人实施不文

明行为的，可以将其违法实施行

为 的 情 况 纳 入 不 文 明 行 为 记

录。不文明行为记录可以送达

行为人工作单位或者其住所地、

经常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

受送达的单位、组织应对行为人

进行批评教育，并向记录机关及

时反馈。

《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施行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钟

梅）3月26日，2021年第一期“法治

永川大讲堂”暨习近平法治思想专

题讲座开讲。重庆市委党校法学

教研部教授、法学博士童彬以《习

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为题，围绕习

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和现实

路径做精彩宣讲。区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王建华主持并讲话。

就政法系统如何学深悟透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扎

实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王建华

要求，一要提高政治站位。习近平

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

动指南，全区政法系统必须在率先

学习好、带头宣传好、自觉践行好

习近平法治思想上做示范、当表

率，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自

觉把学习宣传好习近平法治思想

落实到政法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

程。二要落实重点任务。要高质

量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的重

点任务，用好全国第一批法治政府

示范区金字招牌，持续深入宣传宪

法，提升执法办案水平，引导群众

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

法，让依法办事蔚然成风，推动建

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永川、法治永

川。三要锻造过硬队伍。全区政

法干警要以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

契机，不断推动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对自身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补短板、强弱项、

提水平，抓好“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中的“五个专项行动”，在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回应群众期待的实际

行动中锻造一支忠于党、有情怀、

敢担当、知敬畏、讲正气的新时代

雷锋式政法铁军。

我区“法治永川大讲堂”暨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讲座开讲
王建华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