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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上午，大渡口区跃进村街
道革新社区70岁老党员龚世碧又开始
巡楼了。瘦瘦小小的龚孃孃是马王街1
栋、2栋楼栋长，她每次巡楼，都携带着3
个笔记本。当楼栋长10年来，龚孃孃将
发现的纠纷、了解的民意，事无巨细，全
部记录在了这三本邻里日志上。

第一个本子
119人基本信息全掌握

马王街1栋、2栋是两栋30多年的老
旧住房，龚世碧一家在此居住了30多年。

“1栋36户，2栋14户，总共50户、
119人……”对于这119位邻居，龚世碧
自信地说，下至3岁、上至80多岁，她全
都认识。

这份自信，源于龚世碧的第一本邻
里日志，上面记录着119人的个人信息、
联系方式，以及空巢老人的儿女电话。

记录下邻居的基本信息有什么好
处？

不久前，1栋3楼住户向龚世碧投
诉，说楼上落水管漏水，把一整面墙壁都
浸湿了。无奈的是，楼上邻居连续几天
不在家里。

龚世碧赶紧翻出邻里日志，里面清
楚记录着4楼住户一家三口的联系方
式。电话很快打通，龚世碧说明情况后，
对方连夜赶了回来，一直忙到深夜，漏水
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重庆日报记者翻看龚世碧的小本
子，看见上面各类个人信息记录得密密
麻麻，龚孃孃还做了部分注解、补充。

她说：“这些邻居来自不同单位，互相
不认识，我就是他们之间的纽带，一旦出现
邻里纠纷，才能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第二个本子
难办事烦心事都备案

作为楼栋长，龚孃孃将巡楼作为每
日必修课。每次入户，她都有一个特别的
习惯，会在交谈中仔细聆听左邻右舍的抱
怨和倾诉，从中搜集每家每户的家长里
短、困难状况、就医上学等，全都详细记录
在本子上，以方便想办法帮忙解决。

在龚世碧的第二个本子上，一条一
条记录着居民的难办事、烦心事——哪

家有人突然患上重病，因病致贫；哪家老
两口独自居住，要多关心；哪家的灯坏了
需要维修；哪栋的楼道上放了一床席梦
思，需要及时清理；哪家跟邻居发生了矛
盾，需要调解……

“有时我们问十次，不如龚孃孃上门
一次。”革新社区党委书记胡修琦说，不
少居民存在“坏事不出门”心理，社区工
作人员上门做调查时，他们报喜不报忧，
但对龚孃孃却会敞开心扉。有了深厚的
群众基础，龚世碧总能掌握到社区都了
解不到的民情。

今年初，龚世碧向社区上报说马王
街1栋居民郑玉珍因脑血栓导致半边瘫
痪，建议社区将她纳入临时困难家庭。
现在每逢节假日，郑玉珍都能收到社区
的慰问物资。

在龚世碧的第二本邻里日志上，她

还对3户困难家庭、5户重病家庭、1户残
疾人、6户空巢老人特别划了重点，予以
密切关注。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把民情民意记
在本子上，帮扶时才有针对性。”龚孃孃
说。

第三个本子
传递好人好事正能量

“龚孃孃的第三本邻里日志，记录着
社区居民做过的点点滴滴小事、好事，也
是社区的宝贝。”胡修琦向重庆日报记者
隆重介绍了龚世碧的第三个本子。

翻开这本社区“好人簿”，里面密密
麻麻地记载着令人心生温暖的一桩桩小
事——

张先兵，上门义务帮邻居维修门锁；
党员何健，主动打扫楼道、清除垃

圾；
王秀珍阿姨是社区的“活地图”，经

常给人指路；
退休工人尹爷爷，每天晚上夜巡喊

话……
龚世碧告诉记者，自己最喜欢记录

这些邻里之间的好人好事，每次看见了、
写下来，心里都特别高兴。她也感觉到，
这种关心和感恩的情感相互传递，使居
民们越来越愿意为彼此付出。

目前，革新社区以龚世碧的第三个
本子为蓝本，每个月以居民代表座谈会
的形式宣传这些身边的好人事迹，传递
正能量。

10年楼栋长当下来，龚孃孃的三个
本子都泛黄变旧，翻起了毛边。她说，干
楼栋长一天，就要继续记录，今后卸任
了，还要把三本宝贝传给继任者。

老党员龚孃孃的三本邻里日志
本报首席记者 张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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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9月 20
日晚，四川美术学院退休教授、被评论家
誉为“绘画艺术大师”的王大同因病逝
世。

王大同出生于1937年，贵州人，布
依族。他1957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
油画专业，之后留校任教。

“王老师曾任四川美院油画教研室
主任，参与和主持了四川美术学院油画
学科的改革，为‘四川画派’的形成和将
油画专业打造成为重点学科做出了贡
献，并培育出众多人才。”川美影视动画
学院副院长周宗凯曾是王大同的学生，
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王大同的绘画基
调是写实主义，造诣颇深，在创作中也不
断探索新的表现形式。

1979年，王大同创作的油画《雨过
天晴》获得全国美展二等奖，被中国美术
馆收藏。这是四川美术界在上世纪80
年代最早最有影响的作品，被画界誉为
新时期中国的视觉标识之一。

此后，王大同的作品不断获奖并参
加国内外大展。如1981年《布依乡场》
获全国少数民族美展佳作奖；其作品也多
次赴亚欧美洲展出。1987年，在纽约举
办的“中国当代油画展”上，王大同创作的
《母亲怀抱》曾创中国海外展售价记录。

“王老师的作品包括民族风情画、历
史风俗画、人物系列画等，多是描绘基层
劳动者。由于其对各种人物精准的刻
画，他也被评论家誉为‘绘画艺术大
师’。”周宗凯说。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罗中立、何多
苓、张晓刚等艺术大家，都是王大同的学
生。

“王老师潜心致力于人物画、风俗画
的创作，作品丰富且在艺术实践上不断
探索。”父子两代都曾是王大同学生的川
美教授邹昌义表示，老师对美的追求坚
持不懈，培育了众多人才，不少已成为海
内外知名的艺术家，“其潜心于艺术创作
的精神，非常值得后辈学习。”

川美“绘画艺术大师”
王大同逝世

罗中立、何多苓、张晓刚等都是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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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及远郊区县“问题地图”举报电话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9月
21日，记者从市药物植物研究所获
悉，由该所承办，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协办的首届全国植物与健康峰会将
于10月9日至10月13日在我市举
行。

该峰会包括中国植物园学术年
会、药植论坛、中国药用植物保育学
术年会三部分，将围绕植物和大健

康产业发展的需求，探讨当前中国
植物园的建设和发展成果以及新技
术在植物保存保护、药用植物科技
创新等方面的作用。

“近年来，栽种中药材已成为我
市不少农村脱贫增收的支柱产业，
此次峰会有助于进一步推广先进适
用技术，助推科技精准扶贫。”市药
物植物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说。

首届全国植物与健康峰会将在渝召开

▶王大同1979年创作的作品《雨过天晴》。 （王大同家属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陈波）9月2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民政局新闻
通气会上获悉，市福利彩票发行中
心发布了新的福利彩票购买方式，
市民在家中即可通过电视遥控器实
现全部投注购买功能。

据悉，有线电视购福彩是彩民
通过有线电视680频道进行投注的
一种购彩新渠道，市民可足不出户，
通过家里的电视机遥控器投注购
买，操作简单快捷。

有线电视彩票投注在具体操作

功能上有快捷登录、快捷查询、智能
选号、彩票信息公告、奖金提现、手
机遥控器、自动追号、中奖通知等功
能板块；充值方面也提供了支付宝、
微信、银行卡等多种充值渠道；同
时，有线电视彩票投注在彩民中奖
后会将小额奖金（1万元以下）由系
统自动完成兑奖后，将中奖奖金结
算到用户的有线电视彩票投注账
户。用户投注彩票的信息会以“电
子彩票”的形式保存，相对于纸质彩
票将更加安全、环保和利于保存。

我市实现有线电视购福彩

（市规划局提供）

本报讯 （记者 彭光瑞 实
习生 黄艺佳）9月23-24日，首届
中国武隆航模表演赛将在仙女山开
赛。比赛当天，重庆航模发烧友还
将现场挑战世界航模冠军。

据主办方介绍，9月20日，重
庆航模发烧友陈小兵特地赶到重庆
日报报业集团户外传媒有限公司报
名处，希望能有机会挑战世界航模
冠军。陈小兵说，自己是一个航模
迷，经常与航模发烧友、航模教练切
磋交流，练就了一身过硬的航模飞

行本领，在去年举行的重庆市第二
届航模大赛上，他曾作为特邀嘉宾
参加开幕式表演。前几日，他从媒
体上看到《首届中国武隆航模表演
赛 五万大奖等你拿》的新闻，得知
世界航模冠军王超荣、车海健等人
会在武隆仙女山进行表演后，萌生
了挑战的想法。

根据主办方安排，陈小兵将使
用520级别的航模飞机，进行电动
3D特技模型飞行表演，与几位世界
冠军一起炫技。

重庆航模发烧友挑战世界航模冠军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9月
2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规划局获
悉，我市全覆盖排查整治“问题地图”
专项行动已全面铺开，将主要针对互
联网站点、新闻媒体、博物馆、书店等
登载、销售、展示、交易用的地图进行
检查。市民如发现“问题地图”，也可
拨打所在区县的举报电话进行举报。

市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解释，本次
行动的检查内容主要针对三大类“问
题地图”：一是存在危害国家统一、主
权和领土完整等严重问题的地图，如
错绘、漏绘我国台湾岛等重要岛屿
等。二是存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
等严重问题的地图，如非法登载、交
易涉密地图等。三是其它不符合地
图管理有关规定的地图和行为，如无
资质从事地图编制或互联网地图服

务等。
据悉，本次主要检查的地图种类

包括各类网站登载的动态和静态地
图，微博、微信公众号中登载的地图，
新闻媒体使用的地图，展览（展会）、
博物馆等展示的地图，公开出版和销
售的地图（包括电子商务平台、书店、
图书音像市场等销售的地图），进出
口地图（含对外加工地图）及其他地
图（地球仪、工艺性地图产品等）。

那么，应该从哪里获取可靠的标
准地图？该负责人介绍，若需要标准
地图，可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网
址 ：http：//bzdt.nasg.gov.cn）和重庆
市规划局官方网站免费下载。国家
测绘地理信息局可提供多种色调、规
格、比例尺及下载格式的地图，可满
足个人及单位的使用需求。

我市全面排查整治
“问题地图”

本报讯 9月21日，重庆日报
报业集团·重报都市传媒集团与重
庆际华目的地中心实业有限公司签
订宣传营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就

“重庆际华园”项目的品牌建设及市
场推广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共同助推重庆际华园城市地标
式旅游目的地建设。

据悉，重庆际华园是国内首个
集极限运动、时尚购物、温泉酒店与
环球美食于一体的主题体验式休闲
商业中心项目，日前又入选国家体育
总局首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项
目。它是由际华集团投资建设，位于
两江新区龙兴工业园区腹地，坐拥

“一环四横四纵三轨”的区位优势。

重庆际华园总投资超50亿元，
总占地面积943.7亩，包含极限运
动中心、国际奥莱购物村、环球美食
中心、际华室内滑雪馆、温泉酒店和
SPA中心等，可全方位满足消费者
购物、娱乐、运动、休闲等多种需求，
同时借助多功能、多元化的精细管
理，完美提供一站式的消费体验。

目前，极限运动中心已对外开
放。时尚专业的室内跳伞、室内冲
浪、室内攀岩等项目，受到市民的追
捧。今年5月开放的国际奥莱购物
村，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时尚、前沿、
轻奢品牌，吸引了大量市民前往血
拼。际华室内滑雪场也将于今年底
或明年初对外开放。

重报都市传媒与重庆际华园达成战略合作

助推城市地标式旅游目的地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夏婧）9月2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京剧团
获悉，近日，该团已启动京剧进校园
活动，携京剧《沙家浜》走进高校，大
获师生好评。

据了解，9月18日由市委宣传
部、市教委、市文化委、市文联等联
合举行的“重庆市2017年戏曲进校
园试点工作”启动。根据工作部署，
今年内将在我市10所高校、100所
中学、100所小学开展戏曲进校园
试点，市京剧团、市川剧院等专业院

团将为学校送去400余场戏曲演
出，此次市京剧团的京剧进校园活
动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市京剧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沙家浜》这部现代京剧，集中体
现了抗战时期新四军指战员的智
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军民鱼水
之情。

据悉，市京剧团已在重庆科技
学院、西南大学等高校进行演出。
9月26日，该团还将走进重庆第七
中学进行折子戏专场演出。

市京剧团携《沙家浜》进校园

重庆市环保局受理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告
渝（市）环评公告〔2017〕31号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于2017年9月15日—2017年9月21日受理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
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期为2017年9月22日—2017年10月11日（10
个工作日），环境影响报告表公示期为2017年9月22日—2017年9月28日（5个工作日）。环评文件
全本查询方式：http://www.cepb.gov.cn，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cqhpxxgg@cepb.gov.
cn，传真：89181941，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冉家坝旗山路252号，邮编：40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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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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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足（邮

亭）工业园区智

伦电镀园

建设单位

重庆正艾敏

再生资源回

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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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环科院博达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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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

受理日期

2017年9月

19日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长寿区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王贞

机构编码：000100500500115
机构住所：重庆市长寿区桃源大道10号18幢洋世达中央国际塔楼15-01#、02#、03#、05#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11日

邮政编码：405200 联系电话：023-40240049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开办以下业务：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成立日期：2011年09月09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渝北区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刘常
机构编码：000100500112
机构住所：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舟济路17号附10号香城雅郡10-12幢商业负1-商业、附11号

香城雅郡10-12幢商业负1-商铺1-1、附12号香城雅郡10-12幢商业负1-商铺1-2
发证日期：2017年07月26日
邮政编码：401120 联系电话：023-67817259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开办以下业务：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成立日期：2008年06月04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近
日，九龙坡区华岩镇“书香华岩”全
民阅读活动在该镇民安华福文化广
场举行，这项活动在华岩镇已连续
举办10年，有力推进了“人文魅力
华岩”的建设。

华岩镇相关负责人介绍，10年
来，华岩镇共投入900余万元，建成
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和11个村居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各中心平均藏

书达到2000余册。此外，该镇还联
合九龙坡区图书馆投入70余万元，
建成集办证、查询、预约、借书、还
书、续借等功能于一体的社区24小
时不打烊自助图书馆，方便群众阅
读。

10年间，该镇还连续举办读书
月活动，开展读书会、主题征文演讲
等活动500余场次，惠及群众10余
万人次，极大丰富了群众业余生活。

华岩镇连续十年举办全民阅读活动

市
京
剧
团
在
高
校
表
演
。

（
市
京
剧
团
供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