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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读

➡8月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体育局获悉，2018长江三峡国际马拉松比
赛将在12月2日上午8：00在忠县拉开帷幕。本次赛事报名已经于8月8日启
动，广大跑步爱好者可通过“2018长江三峡国际马拉松官方网站”或关注“长江
三峡国际马拉松”微信公众号、重庆体育网等渠道报名。（记者 黄琪奥）

长江三峡国际马拉松比赛开始报名

➡8月8日下午，我市部分地区出现降雨。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雨水将
继续，主城比较凉爽，最高温度35℃。另外，未来三天我市大部地区多云有雷雨或
阵雨，西部局地雨量可达大雨，市民出行也要注意安全。 （记者 李珩）

未来三天有雷阵雨 市民出行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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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乔）8月8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高法院获悉，近日，
市高法院、市教委联合下发《关于限制
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民办学
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限制失

信被执行人以其财产支付子女就读高
收费民办学校。

《通知》要求，经查实新入学学生的
父母其中一方（或双方）为失信被执行
人的，高收费民办学校不得为其子女办
理入学登记相关手续，并向学生父母做
好解释工作，让其子女就读公办学校。

市高法院执行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以其财产支付子女入
学就读高收费民办学校，是对失信被执
行人限制高消费的联合惩戒措施，并非

侵害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受教育的权利。
据介绍，失信被执行人是失信被执

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
的直接责任人员的统称。《通知》中的高
收费民办学校是指学费标准高于本区
县同类型公办学校学费标准的小学、初
中、普通高中学校。

如何确定是失信被执行人？记者
了解到，相关单位可进入“中国执行信
息公开网”（zxgk.court.gov.cn），点击页

面左上角“综合查询被执行人”链接，输
入查询对象的姓名及身份证号码，点击
确认查询，若网页下方出现失信记录信
息，则该查询对象为失信被执行人。

《通知》要求各区县根据实际情况，
组织高收费民办学校对当年申请入学
的学生父母的信用信息进行查询，也可
通知学生父母自行查询后向校方提供上
述网站信用信息查询结果证明。相关学
校需在办理入学登记前确认申请入学的
学生父母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市高法院市教委联合发文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民办学校 本报讯 （记者 周尤）8月8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
获悉，为进一步加大暑期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结合全市道路交通领域严重
违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交巡警总队
开展了集中夜查统一行动，8月首个
周末共查处交通违法行为2296起。

据了解，本次夜查集中统一行动
实行“2+N”模式，“2”即集中查处超
员、疲劳驾驶违法行为；“N”为超速、
超载、酒驾、毒驾等各类突出违法行
为。统一整治时间为8月份的每周
五至周日夜间，整治区域主要为事故
多发或车流集中道路、城乡接合部道
路、通往景区道路、农家乐集中道路。

据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相关部
门负责人介绍，在8月份首个周末

的统一夜查行动中，全市共检查车
辆 30332 辆，查处疲劳驾驶 5 起，
超员201起，其中大客车超员9起，
面包车超员 24 起，其他突出交通
违法行为2090起。

据悉，在此次统一行动中市公安
交通管理局加强了与交通运输、安监
等部门的联勤联动，对查获客运车辆
超员、疲劳驾驶违法行为的，一律通
报交通运输部门，并建议依照道路运
输法律法规，对客运驾驶人及企业进
行处罚。同时，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
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公开公示，并推送

“信用中国”网，实施联合惩戒。在农
村地区还借助“交安办”平台，联合农
机、交通、安监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
严查严处各类违法行为。

重庆交巡警开展集中夜查统一行动
8月首个周末共查处交通违法行为2296起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8月8日，
2018年“全民健身日”重庆市公开水域游
泳比赛在石柱黄水镇太阳湖拉开帷幕，
400余名游泳爱好者相聚于此，享受自然
的同时，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全民健身日。

作为我市全民健身的传统品牌赛事，
公开水域游泳比赛创立于2009年，每年都
会在8月8日“全民健身日”当天举行。今
年的比赛由市体育局、市直机关工委、石柱
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共吸引了来
自全市38个区县和25个市级部门机关63
支代表队400余名游泳爱好者参赛。比赛
设有区县男子组1600米个人赛、女子组
800米个人赛；市级机关男子组800米个
人赛、女子组800米个人赛。

据悉，本次比赛采用全程直播，选手的
亲朋好友可以通过视频随时掌握现场赛
况。比赛中，选手们按照分组先后入水，在
湖中你追我赶。“游泳很快乐，每当在水中
我就感觉很放松。”来自彭水的参赛者李维
表示，“我平时游泳基本不在室内，都是去
户外，那种和大自然接触的感觉更加令人
愉悦。”

来自开州的张军保持游泳习惯已经超
过10年。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自己每天
都会游泳，冬天也不例外。“游泳对心血管
有好处，能增加自己的心肺功能，而且冬泳
特别锻炼意志。”张军今年43岁，常年坚持
锻炼让他有着一副好身材，他说自己并没
有专门去健身房，“这个身材就是游泳游出
来的。”

最终，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市公安局的
王瑶获得了市级机关女子800米冠军，该
项目男子组冠军被同样来自市公安局的李
戈获得；区县组女子800米的冠军被南岸
区陈琪揽入怀中，来自彭水的李维获得了
区县组男子1600米冠军。

重庆公开水域游泳比赛开赛
63支代表队400余名爱好者参与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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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在石柱黄水镇太阳湖公开水域游泳比赛现场，水上表演精彩纷呈。 记者 卢越 摄

立秋后的重庆，天气依然炎热。
8月8日上午9时40分，江北区观

音桥大融城罗森店门外，3名陶然居志
愿者正合力把“清凉驿站”的免费冰柜
抬上手推车，推向几十米外停放着的一
辆面包车。

“他们的活动要结束了吗”“还能在
其他地方喝到免费的矿泉水吗”见摆放
在此已8天的冰柜就要搬走，几位刚从
免费冰柜取走矿泉水的外卖小哥在一
旁犯起嘀咕。

不过，20分钟后，这个贴着“免费取
水点”的冰柜又出现在江北九街罗森同
创国际店店门外。

昨日，江北沙坪坝“清凉驿站”开始
“漂移”，分别“漂”到江北九街和沙坪坝
正街，成为街头一道流动风景线。

“我只吃一块西瓜，要
给后面的人留着”

“大家都来搭把手，把西瓜切好放
到外面的冰柜里。”江北九街“清凉驿
站”的冰柜刚安置妥当，4名身着蓝色马
甲的志愿者就送来了一个大西瓜和消
暑药品。

重庆日报记者走上前询问，原来他
们是来自中建二局西南分公司的志愿
者。“我们也是前些天从报纸上看到有

‘清凉驿站’，就马上行动起来。”志愿者
谭名燕一边说着，一边切起西瓜。不一
会儿，他和同伴就端着两盘摆放均匀的
西瓜，走向冰柜放了进去。

“这是啥子哟？冰柜里面有这么多
水还放了西瓜。”这时，一名年纪较大的
环卫工人走到“清凉驿站”，嘴里嘀咕
着。

“大爷，这是‘清凉驿站’，专门给像
您这样的劳动者免费提供矿泉水。”或
许是视力不太好，没有看清楚冰柜上贴
着的标语，大爷这才放下手中的笤帚和
簸箕，拉开冰柜门，取出一瓶水和一块
西瓜。

“我今年65岁，在九街这里清扫公
共区域的垃圾，一年多了，还从没喝过
免费的矿泉水。”吃完了一块西瓜，志愿
者本想让大爷再多吃一块，他摆摆手说
到：“不吃了，给后面的人留着。”

几分钟后，大爷拿起工具准备继续
工作，而从“清凉驿站”拿出的那瓶矿泉
水他放在了兜里似乎是舍不得喝。“谢
谢你们啊，水我放起渴了再喝。”大爷笑
着说。

据统计，8月8日当天，江北九街
“清凉驿站”共计送出48瓶矿泉水。

“这个活动整得巴适，
是在做好事”

“妈妈，我要去买两瓶水放到那个冰
柜里面。”8月8日中午12点，市民罗女
士带着女儿从沙坪坝正街“清凉驿站”路
过时，10岁的女儿拉着她的手说道。

“那我给你钱，你去买了水放进
去。”这时，罗女士从钱包里拿出零钱递
给女儿，女儿笑着跑进了一旁的商店，
买了两瓶矿泉水放到了冰柜里，母女两
人才离开。

一台小小的冰柜，折射出普通市民
的小小善意。

“清凉驿站”志愿者胡云波与记者
攀谈起来，他说，正是有了每个人的一
份关爱，才让辛苦的劳动者感受到满满
的大爱。说话间，胡云波看到刚刚清扫
完街面的环卫工人唐道梅，便招呼她过
来取水喝。

从胡云波手中接过矿泉水后，唐道
梅和身边的工友连着给他说了好几声
谢谢。

“这个活动整得巴适，是在做好事，
环卫工平时确实很辛苦，应该多关心他
们。”看到这一幕，路过“清凉驿站”的市
民张阿姨停下脚步，伸出大拇指称赞。

当天，沙坪坝正街的“清凉驿站”一
共送出了30多瓶矿泉水。“也许是我们
今天刚刚‘漂’过来，知道的人还不多，
希望明天可以多送出去一些，让更多的
劳动者得到关爱。”胡云波说。

夏日街头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清凉驿站“漂”起来了
本报记者 杨铌紫 周尤 实习生 郑明鸿

联系电话：17783700117
邮箱：szshzx11@163.com

《“清凉驿站”现身夏日街头》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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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市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我市普通文理类高职录取已开始，其
中高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于8月9日结束，高职专科批的录取将于8月10日-
13日进行。随着高职专科批的录取结束，我市2018高考的整个录取工作也将
结束。值得注意的是，有个别生源不足的院校，可能降分录取，考生可选择相
应院校进行填报。 （记者 李星婷 实习生 谭诗雨）

重庆高考录取将于8月13日结束

本报讯 （首席记者李珩 实习
生 冉开梅）“扎西德勒！太谢谢
了！”8月8日下午，在重庆新视界渝
中眼科医院，斯朗旺加一脸感激地为
医生送上洁白的哈达。原来他的两
个女儿在该院接受了免费手术，她们
也是2018“光明援藏、天籁之行”活
动的最后2名受益患者。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由市民政局
发起，重庆社会救助基金会主办，由
新视界眼科医院集团派出医疗队到
西藏昌都市类乌齐县和卡若区，免费
为当地群众实施200例白内障手术。

这次来渝的藏族小姐妹就是援
藏医疗队在昌都类乌齐县筛查时发
现的。姐姐名叫德庆旺姆，今年 6

岁，右眼患有严重的斜视；妹妹名叫
西绕永措，今年2岁，在出生时就发
现其左眼较小，9个月时被确诊为先
天性白内障和斜视。

由于孩子太小，需要全麻手术，
但当地缺乏医疗条件，只能接回重庆
手术。

为减少全麻对孩子的影响，在当
天的手术中，专家联合为妹妹实施了
斜视矫正术、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
工晶体植入术和玻璃体切割术。

据介绍，姐妹俩的手术都很成
功，但术后需要长期的弱视训练，考
虑到藏区就医难度，医院将对其家人
进行专门培训，姐妹俩有望恢复正常
的视力。

重庆“光明援藏天籁之行”活动
完成200例免费白内障手术

机构名称：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市大足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蒋显伟 机构编码：000027500225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办事处五星大道266号附14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大足区北环二路中段333号2楼
成立时期：2012年12月27日
邮政编码：402360 联系电话：023-43788871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寿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短期健

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
体短期健康保险、团体长期健康保险，经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7月17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8月8
日，重庆当代力帆足球俱乐部发布官
方消息，该俱乐部已与荷兰籍主帅约
尔迪·克鲁伊夫签订工作合同。从8
月8日起，约尔迪·克鲁伊夫将以重
庆斯威足球队主教练的身份，带队征
战2018赛季的中超联赛。

据了解，作为已故世界足坛名宿
克鲁伊夫的儿子，约尔迪·克鲁伊夫
在球员时代司职中场，曾效力于巴塞
罗那足球俱乐部、曼彻斯特联足球俱
乐部、阿拉维斯足球俱乐部、西班牙
人足球俱乐部等多家球会，也曾在
1996 年欧洲杯前后入选荷兰国家
队，并出场9次。在2010年宣布从
足坛退役之后，约尔迪·克鲁伊夫先
后在塞浦路斯联赛的拉纳卡AEK足
球俱乐部、以色列特拉维夫马卡俱乐
部任体育总监，并曾于2017年担任

该俱乐部主教练。
“选择约尔迪·克鲁伊夫主要是看

中他极强的沟通能力。”当代力帆足球
俱乐部董事长蒋立章透露，“从上上任
教练本托的身上，我们懂得了需要更
容易沟通和交流的教练。所以在此次
选帅的过程中，善于沟通是我们考虑
的重要因素。当我们与克鲁伊夫先生
交流后，发现他情商非常高，相信他能
很快融入中国足球环境。”

约尔迪·克鲁伊夫告诉重庆日报
记者，在确定接任重庆斯威主帅后，
他把过去两任主教练指导的所有比
赛都看了一遍，从而对球队有一个大
致的了解。“我知道球队的现状，未来
三场比赛对我们非常重要，我将用
200%的努力为球队带来改变，相信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重庆斯威一定
能保级成功。”

约尔迪·克鲁伊夫挂帅重庆斯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