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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国际女子半程马拉松在
南岸区滨江路鸣枪起跑，参赛人数达到
1万人。国际女子半程马拉松因其个
性化的定位，受到女性跑友的追捧，影
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今年年初还被中国
田协认证为“铜牌赛事”，成为南岸区品
牌体育赛事之一。

而说到南岸区的品牌赛事，不得不
提被重庆人引以为傲的重庆国际马拉
松（简称重马）。今年3月19日，来自
五湖四海的3万名跑步爱好者聚集南
滨路参加这场赛事。

南岸区体育局局长李伟告诉记者，
从2011年创办以来，重马的档次与水
平逐年提升，短短7年就已跻身国内金
牌马拉松赛事之一，甚至在今年“跑”进
了中国马拉松大满贯，与北京、广州、武

汉一起成为中国马拉松顶级赛事联盟
成员。今年央视体育频道“中国大满
贯，你最想跑哪个”的调查显示，重马排
名仅次于北马。

“在重马的带动下，跑步如今已成
为一项时尚运动，在重庆的大街小巷，
晨跑、夜跑等各类跑步群体日益兴起，
重马已成为重庆市民全民健身活动的
重要展示平台。”李伟说。

他对此感触最深的是，重马在刚开
始启动时，报名人数寥寥无几。如今，
越来越多的人爱上跑步运动，赛事名额
严重不足，还得先通过预报名，最后抽
签决定参赛者。不仅如此，根据央视体
育频道2016年跑步单场收视排名来
看，重马收视率在全国35个城市马拉
松中排名第一位。

除了重马赛事外，南岸区体育局依
托南岸的独特山、水、路、岛等自然资
源，着力打造了独具南岸特色的“一山、
一路、一岛、一中心”四大全民健身品
牌：即南山万人登高、南滨路重庆国际
马拉松、广阳岛水上运动基地、江南体
育中心国家级全民健身中心。

据统计，通过品牌赛事活动的引
领，群众积极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
的全民健身活动，全区52.5%的人经常
性参加体育锻炼，人均体育场地达2.1
平方米，超过全市平均水平，国民体质
监测合格率达92.7%，位居全市前列。

李伟表示，目前，南岸区体育局正
在探讨如何将全民健身运动进行创新
发展，对各项目之间进行融合，让市民
能体验参与更多样化的健身项目。

以一“马”带动千军万马
南岸区打造品牌赛事带动全民健身热潮

本报记者 刘蓟奕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
10月 31日，由行风监督员和出
租车企业管理人员组成的检查
队，在南坪开展了重庆市“雷锋的
士”年检暨车容车貌专项整治工
作。

据悉，此次接受检查的400
辆出租车，包括在7月开展的车
容车貌专项检查工作中考核分

不达标的120辆“雷锋的士”星
级车，以及280辆即将加入“雷
锋的士”志愿服务队的普通出
租车。针对申报加入志愿服务
队的车辆，考核组不仅提高了
合格门槛，还增加了检查项目，
加大了对不合格行为的处罚力
度。

据了解，普通车辆经严格评

分达到考核标准后，将作为申报
进入“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的一
个重要依据，当天新申报参检合
格车辆数为 263 辆，合格率为
94%。参加复检的星级车辆若仍
未达标，市“雷锋的士”志愿服务
队将根据车辆实际情况，对驾驶
员作出清退出“雷锋的士”的处
罚，车辆也将被降星。

主城区400辆“雷锋的士”出租车接受年检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1月8日，中国公路学
会正式授予G50重庆高速冷水服务区生态旅游自驾
营地“中国高速第一自驾营地”称号，并举行了揭牌仪
式。由此，“中国高速第一自驾营地”和沈大“高速第
一路”、广西“高速微笑从这里开始”等品牌一并载入
中国高速史册。

“该营地是重庆高速集团推动交通旅游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着力构建‘快进慢游’综合交通旅游网络的
探索性成果之一。”市交委相关人士表示。

为大力实施高速旅游融合发展战略，探索高速公
路管理经营模式，今年5月，G50重庆高速冷水服务
区生态旅游自驾营地开园。营地运行4个月来，接待
约22000人次入园参观，入住旅客约3000人次；自驾
车辆约7500辆次，较好地带动了沿线景区景点发展。

该自驾营地集生态旅游、露营、摄影、运动、篝火
和烧烤等休闲项目于一体，配套有木屋、房车、钢架
幻影球客房、集装箱房、北欧式膜结构帐篷等住宿设
施，可满足团队住宿、房车露营、休闲娱乐等多样化
需求。

根据规划，我市将新建、扩建一批服务区，完善路
网服务区布局，将平均间距缩短至34公里，预计到
202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安全便捷、服
务高效、绿色智能、特色突出”的服务区群。

同时，根据我市交通发展和房车旅游发展需求，
到2030年重庆路网共计规划106个服务区房车营
地，其中旅游目的地型房车营地5个，交通集散型房
车营地20个，临停补给型房车营地81个。

中国公路学会理事长翁孟勇表示，把旅游产业融
入到高速路上的服务区中，既是市场环境下的商业
选择，也是重庆高速集团承担宣传重庆旅游和文化
责任的主动表现，“冷水服务区生态旅游自驾营地以
先行者的身份拉开了全国服务区+旅游新模式的序
幕，为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与旅游融合发展掀开了
新的一页。”

“中国高速第一自驾营地”揭牌
到2030年我市将规划建设106个服务区房车营地

重庆市公共住房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半岛逸景公租房项目约2万平方米商业即将公开招商
半岛逸景公租房项目位于重庆市大渡口

区八桥镇，项目总建筑面积 69万平方米，其

中，住宅建筑面积约46.6万平方米，共23栋，

总户数约1万户；商业用房建筑面积约12.37

万平方米，其中集中商业约11.34万平方米，社

区商业约1.03万平方米。本次拟将推出1组

团7号楼约2万平方米商业用房（含3层裙楼

及1栋塔楼，均为清水房）以及配套的90个地

下停车位，该楼栋业态定位为医院或医养类，

现诚招运营商，招商方式为公开招标。有意者

请关注重庆市公共租赁房信息网的招标信息，

或拨打电话详细咨询。

咨询人：杨老师 王老师

咨询电话：63672586

机构名称：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綦江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陈雨
机构编码：000012500222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九龙大道82号10幢1-门面1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九龙大道82号恒都世纪花城28幢负1-3
成立时期：2014年12月30日
邮政编码：401420 联系电话：023-48677989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开办以下业务：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

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
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7年8月21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南川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周科
机构编码：000012500384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川区东城北环路8号电信大楼三楼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川区西城街道办事处金佛大道64号（锦辉·雅居）4幢第三层26、27号门市
成立时期：2014年12月30日
邮政编码：408400 联系电话：023-71674995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开办以下业务：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

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
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7年9月26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重庆民泰保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机构负责人：李怀庆
机构编码：203531000000800
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8号2栋18层办公4号
发证日期：2017年10月18日
邮政编码：400060
联系电话：023-88599136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

和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07年10月19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公告

时 间

梦想课堂

11月10日
9:30－11:00

11月10日
14:30—16:

00

11月10日
8:30—10:30

11月10日
10:00-11:00

11月15日
9：00—11:00

11月15日
9：00-11：00

11月15日
14:30-15:30

11月15日
9:30-10:30

11月16日
9:00-11:00

11月16日
9:30—10:30

11月17日
9:00-11:00

11月17日
10:00—11:

30

11月17日
15:00-16:00

11月18日
14：30-16:00

11月19日
9:30—11:00

11月19日
15:00—16:

30

11月20日
9:00-12:00

11月20日
9:00-11:00

11月20日
9:30-11:00

11月20日
10:00-12:00

11月20日
14:00—16:

00

11月21日
15:00-17:00

11月21日
14:30-16:00

11月22日
9:30-10:30

11月23日
9:00-11:00

11月25日
9:30-10:30

11月25日
14:30-16:30

11月27日
14:00-16:00

11月27日
9:30-11:00

11月30日
9:00—11:00

梦想沙龙

11月10日
14:30-17:30

11月17日
15:00—17:00

内容

时事课堂：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
定理想信念

时事课堂：“巾帼心向党 建功新时
代”铜梁区送党的十九大精神进村
社活动

时事课堂：贯彻新思想，迈上新征程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家庭课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中华好家风专题讲座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精神进社区

时事课堂：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时事课堂：“新时代，新征程”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时事课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定文化自信

励志课堂：我们的乡贤我们评
——践行新思想 实现新作为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知识讲座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专题学习

励志课堂：怀揣梦想进入新时代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精神在身边

时事课堂：努力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脱贫攻坚大讲堂

爱生活课堂：增强全社会文明程度
从我做起之文明素质培训课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
——齐心协力奔小康

环保课堂：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共铸美丽中国梦——

“绿色环保，美丽家园”知识讲座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知识讲座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学习会

励志课堂：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
做有梦想中国人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精神”
宣讲报告会

法制课堂：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
——共建法治中国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
民生问题

互动课堂：百姓话说十九大

时事课堂：
十九大•中国梦•我的梦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
——乡村振兴战略篇

时事课堂：完整、准确、科学理解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部署

时事课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党员干部课堂：“缅怀革命先烈，弘
扬民族精神”
——“11·27烈士殉难日”纪念活动

时事课堂：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文化沙龙】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
文化自信

“榜样面对面”——分享你我的故事

主办单位

万州区高笋塘街道高笋
塘社区

电话58237629

铜梁区委宣传部、铜梁区
妇联、巴川街道党工委

电话45695998

云阳县双江街道党工委
电话13668447058

璧山区河边镇人民政府
电话41620289

潼南区桂林街道党工委
电话15923196138

綦江区文化街道
双龙社区

电话15523377778

沙坪坝区覃家岗街道
梨树湾村

电话65372929

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
平安社区

电话68872136

石柱县委宣传部、石柱县
中益乡党委

电话85009328

南川区东城街道皂桷井
社区

电话71424585

璧山区大路街道办事处
电话41580021

南岸区海棠溪街道
四公里社区

电话62775536

巴南区麻柳嘴镇党委
电话13638379184

巫溪县中岗乡党委
电话51333399

南川区东城街道
皂桷井社区

电话13896530218

江津区几江街道
电话81220340

奉节县公平镇人民政府
电话18512313390

巫溪县委宣传部
电话51333399

渝北区双凤桥街道
安康路社区

电话67159608

渝北区龙塔街道
龙头寺社区

电话67916032

彭水县委宣传部、彭水县
汉葭街道党工委
电话78442170

大足区玉龙镇党委
电话15826054555

大渡口区八桥镇双林社区
电话68163276

巴南区龙洲湾街道党工委
电话18996357169

涪陵区崇义街道皮家街
社区

电话72227862

北碚区澄江镇
北泉村支部

电话13628452674

渝中区委宣传部、渝中区
文化委员会

电话63928812

云阳县平安镇白龙社区
电话13637883986

沙坪坝区小龙坎街道
嘉新社区

电话65322265

合川区委宣传部
电话42674631

涪陵萃辰天心书院
电话87873332

江津区文化馆
电话47538585

地 点

万州区高笋塘街道
高笋塘社区大会议室

铜梁区巴川街道
正街社区

云阳县双江街道蜀
光社区会议室

璧山区河边镇复兴
村会议室

潼南区桂林街道井
田社区会议室

綦江区文化街道双
龙社区会议室

沙坪坝区覃家岗街道
梨树湾村三楼会议室

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
平安社区

梦想课堂学习室

石柱县中益乡
坪坝村会议室

南川区东城街道皂
桷井社区会议室

璧山区大路街道接
龙社区会议室

南岸区海棠溪街道
四公里社区会议室

巴南区麻柳嘴镇
望江村会议室

巫溪县中岗乡
渔沙村会议室

南川区东城街道
皂桷井社区

江津区几江街道
小西门社区

奉节县公平镇
生辉广场

巫溪县柏杨街道
新华社区会议室

渝北区双凤桥街道
安康路社区大会议室

渝北区龙塔街道龙
头寺社区多功能室

彭水县汉葭街道文
庙社区梦想课堂

大足区玉龙镇
大会议室

大渡口区八桥镇双
林社区会议室

巴南区龙洲湾街道
龙海社区多功能室

涪陵区崇义街道皮
家街社区会议室

北碚区澄江镇
北泉村会议室

渝中区文图大厦7楼
学术报告厅

云阳县平安镇白龙
社区大会议室

重庆烈士墓
红岩魂广场

合川区古楼镇摇金村

涪陵天心书院
梦想沙龙

江津区文化中心

亲爱的小伙伴们，11月份的梦想课堂和梦想沙龙又开始了。本月，让我们一
起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新时代里，践行新思想，实现新作为。

梦想课堂开课啦本报讯 （记者 陈波）突患重病无
钱医治怎么办？因灾房屋倒塌有没有补
助？11月8日，市民政局在民政政策宣
传月活动中，以问答形式公布了14大类
常用救助政策，涉及具体惠民举措100
条。此外还新推出“民政惠民济困保”政
策，让困难群众生大病有补充保险，困难
学生考上大学还能获得升学补助金。

百条惠民政策挂历上墙

据了解，此次公布的100条惠民政
策涵盖面非常广，涉及城乡低保、城乡医
疗救助、临时救助、自然灾害救助、惠民
殡葬、流浪乞讨救助和“民政惠民济困
保”政策等14大类。

以城乡低保政策为例，除了解答申
请条件、如何申请、低保标准等基本问
题，也将家庭财产状况超过哪些情形不

能享受低保，申请低保时共同生活的家
庭成员如何确定等细节问题告知广大市
民，方便对照申请。

记者发现，此次公布的所有惠民政
策，摒弃了以往复杂的公文式表述，转而
以市民最能接受的简单设问如“如何申
请享受低保？”“应急救助的标准是多
少？”代替，让市民便于理解。

市民只需根据个人情况，对照14大
类的范围，就可以快速便捷地找到相关
惠民政策的内容。

据了解，为最大限度地方便市民了
解这些惠民政策，市民政局还别出心裁
地制作了《2017年全市民政政策宣传挂
历》和《民政政策解读100条》10万余份，
分发到全市各区县市民手中，以图文并
茂的方式讲解惠民政策。

“挂历上墙，惠民政策就等于真正入
户。”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推“民政惠民济困保”
保障重点救助和优抚对象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100条惠民政
策中，新推出了“民政惠民济困保”，即今
后困难群众生大病还将有补充保险，考
上大学还能获得升学补助金。

据介绍，“民政惠民济困保”的参保
对象主要为当年纳入民政救助系统的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在乡重点优抚
对象等4类城乡困难群众。

这些对象的参保标准为100元每人
每年，参保时间为一年。具体险种分为
小额意外保险、大病补充保险、疾病身故
保险、学生重大疾病保险、困难人群升学
补助金保险五大类。

“大病补充保险，被保险人因疾病住
院发生的医疗费用在重庆市医保系统

‘一站式’结算后，医保目录外自费费用
全年累计达到或者超过3000元的，实现
分段赔付。”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3000元（含）至 10000元按 25%赔付；
10000元（含）至50000元按30%赔付；
50000元以上按35%赔付，每人每年最
高赔付15万元。

而针对学生群体，则推出学生重大
疾病保险，被保险人中年龄在 3至 22
（含）岁在校学生首次确诊患20种重大
疾病的，给予10000元的重大疾病保险
一次性赔付。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民政惠
民济困保”是为健全和完善社会救助多层
次的保障体系，提高困难群众的风险抵御
能力，减少困难群众因遭遇意外或疾病而
造成的生活负担，在现有社会救助方式的
基础上，面向重点民政救助对象和优抚对
象推出的一款综合商业保险。

市民政局公布百条惠民政策

困难群众生大病将有补充保险

11月8日，重庆高速冷水服务区生态旅游自驾营地秋色迷人。 记者 罗斌 摄

考核组对“雷锋的士”出租车进行检查。
市“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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