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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 实习
生 袁凯）7月2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获悉，为切实加强
对“开车接打、玩耍手机”等妨碍安全驾
驶违法行为的整治，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降低驾驶安全风险，从即日起，全市交巡
警将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驾驶员驾车时
接打、玩耍手机现象开展最严执法、最广

抓拍、最强曝光。
据了解，重庆交巡警对“开车接打、

玩耍手机”违法行为相关的执法内容和
细节进行了明确。除了对以往常态的

“开车接打、玩耍手机”违法行为进行处
罚外，还明确了对在驾车途中遇缓堵或
断续前进、等红灯时，使用手机（包含使
用固定支架）、电子书等设备操作屏幕、

收发信息、浏览网页、玩耍游戏等行为
也要进行处罚。这也是公安交管部门
首次明确对“缓堵、断续前进过程中接
打、玩耍手机等违法行为”进行执法。

据悉，为强化执法力度，重庆交巡警
将所有路面电子设备均投入到抓拍之
中，做到全时空、无死角监控。

记者了解到，本次专项整治还将采

用“曝光”警示处罚方式。全市交巡警部
门将从系统内调取“开车接打、玩耍手
机”交通违法行为车辆信息，通过各媒体
平台进行不间断高频次滚动播报发布。

此外，交巡警总队相关部门负责人强
调，对于驾车时接打和玩耍手机的违法
行为，除了罚款200元、记2分的常规处
罚外，对于城市公交车、公路客运、旅游
客运、危险物品运输车等重点车辆驾驶
人违法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的违法行为，
不但要对其驾驶人进行处罚，涉及企业也
将视情节严重情况，按企业内部规定从严
从重处罚，切实做到及时提醒和制止。

最严执法 最广抓拍 最强曝光

开车遇缓堵红灯时使用手机将被罚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7月25日
上午，作为第三届康养大会的重要组成
部分，2019石柱·黄水铁人三项赛在石
柱黄水太阳湖风景区拉开序幕。400多
名参赛选手齐聚于此，享受与大自然亲
密接触的乐趣。

据了解，此次赛事由重庆市体育局、
石柱县人民政府主办，共设置全程铁人
三项、半程铁人三项、骑跑两项、欢乐跑
等项目，其中全程组又按年龄、性别分为
6个组别。经过激烈的角逐，莫家顺等6
名选手脱颖而出，分别获得各自组别的
冠军。

2019石柱·黄水
铁人三项赛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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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
生 徐若涵）7月25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市委宣传部获悉，经广泛推荐、
评选，带着养父上学的于婷婷等20
位身边好人登上第84期“重庆好人
榜”。

自我市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
好人”活动以来，受到广大群众和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截至目前，已开
展84期评选，共推出2126名“重庆
好人”，有200余人荣登“中国好人

榜”，展示了“重庆好人”风采。好人
们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坚持“润
物细无声”的日行一善，聚沙成塔，筑
起了道德精神的高楼，为引领社会风
尚、传递正能量做出了积极贡献。这
些好人就在你我身边，他们的事迹或
许并不轰轰烈烈，但坚持不懈的努力
和真诚无私的大爱，充分诠释了对真
善美的执着追求。

第84期“重庆好人榜”出炉

20 位 好 人 上 榜

第 84 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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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7月
25日，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落幕。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科协获悉，本届大赛
中，重庆代表团青少年竞赛项目摘得
4项全国一等奖、5项二等奖、2项三
等奖，成绩居全国前列。

据悉，摘得全国一等奖的青少年
竞赛项目分别为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段皓严的《用蛋清做个元器件——柔
性忆阻器及交叉阵列的研究与制
备》、重庆市第八中学校程丹的《甲状
腺髓样癌特异性敏感标志物降钙素
的ECL比率检测研究》、重庆市名校
联合中学尹艺臻的《基于水面悬浮垃

圾收集装置的有序水流生成系统机
理分析和应用研究》和重庆市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魏子博、李梓豪的《探
寻历史遗迹，发掘抗战精神》。

此外，重庆代表团还有2项科技
辅导员项目获全国一等奖，重庆市第
一中学校获“全国十佳科技教育创新
学校”称号。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总体来
看，本届大赛重庆选手发挥稳定，保持
了近年来重庆代表团成绩稳居全国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第一梯队的良好态
势。其中部分选手多次挑战全国赛
事，表现出了充沛的创新热情和昂扬
的斗志。

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落幕

重庆代表团青少年竞赛项目
摘得4项全国一等奖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7月
23日至25日，第五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重庆赛区选拔赛
决赛在璧山开赛，比赛最终决出金奖
项目70个。其中，重庆大学的“基于
泛在物联网的智能数据采集终端”项
目夺得冠军。

据了解，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自2015年以来，已成
功举办四届，累计有490万大学生、
119万个团队参赛，覆盖51个国家
和地区，已经成为我国覆盖面最大、
影响最广、成果最多的大学生创新
创业盛会。此次重庆赛区选拔赛由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主办，重庆大学
和璧山区人民政府承办，吸引了来
自全市60所高校和39所中职校的

12264个项目、共58004人次参加，
相比去年，项目数量增长24.3%，人
数增长21.9%。比赛期间，还举行
了高校创新创业发展论坛、青年大
学生创客秀、重庆创新创业教育成
果展三项活动，展示了重庆大学生
创新的活力、创业的激情和创新创
业的成效。

经过激烈的角逐和比拼，本次大
赛共决出了金奖项目70个，银奖项
目180个，铜奖项目240个，优秀奖
290个。其中，重庆大学的“基于泛
在物联网的智能数据采集终端”项
目、重庆邮电大学的“‘中央厨房’系
统下的影音梦工坊”项目以及重庆大
学的“悦家云——房地产智慧营销管
理平台”项目分获冠亚季军。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重庆赛区选拔赛决赛举行

重庆大学智能物联网项目夺冠

➡7月25日，据市气象台预计，气温将逐日上升，到27日，全市最高气温将
达到39℃！据气象台预计，这个周末气温较高，虽然28日西部偏西有雷雨或
阵雨，但最高气温也在38℃。 （记者 李珩）

高温来了！明日冲击39℃

快读

部门会商 明察暗访

重庆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陈波）7月25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安全生产与自
然灾害防治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预
计7月中旬至8月，全市大部地区比常
年同期偏高0.3～0.8℃，同时还将有5
场左右区域暴雨，防汛抗旱形势依然严
峻。

据通报，二季度我市总体降雨总
量、区域暴雨次数偏多，洪涝灾害多发
频发，涝明显重于旱，大江大河水势平
稳，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现象偏多，
灾情较常年同期偏重。

根据气象监测，二季度全市降水
总量459.23毫米，较常年同期429.91
毫米偏多30毫米；国家级气象站累计
出现暴雨33站次，较常年同期33站
次持平。全市共出现7次区域暴雨过
程，较去年同期5次偏多40%。

根据水文监测，二季度全市大江大
河水势基本平稳，乌江流域多次发生涨
水过程，但均未超过警戒水位；中小河
流涨水频繁，共出现5次超警、1次超
保，较去年同期1次超警明显增多，主
要集中在江津、綦江等地。

据了解，市应急局目前已建立了每
日研判、每周（月）会商和临灾会商的防
汛抗旱会商机制。二季度共启动了11
次临灾会商，通过会商强化信息共享，
明确防范应对工作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气象预报，预
计7月中旬至8月，全市大部地区比常
年同期偏高 0.3～0.8℃，同时也还将
有5场左右区域暴雨，防汛抗旱形势
依然严峻。

为此，市应急局将统筹协调做好水
情、雨情、墒情监测预警预报工作，高度

关注旱情发展变化趋势，以及长、嘉、
乌、涪过境洪水和局地强降雨。

市应急局、市防汛办将继续开展明
察暗访工作，督促各类责任人时刻保持
警惕，持续推动风险管控、隐患整改，把
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

与此同时，市应急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还做好各项应急准备，一方
面要做好大江大河和中小河流涨水、山
洪灾害、堰塞湖等应急抢险和人员转移
安置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关注旱情
发展变化趋势，提早防范。

本报讯 （记者 陈波）7月25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安全生产与自
然灾害防治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市应急局上半年警示约谈区县政府分
管负责人17人。

据了解，我市从一季度开始就以大
排查大整治大执法为工作主线，全力防
范化解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重大风险。

1—6月，全市共排查整治自然灾
害风险点1万余处、企业安全隐患近
35万条，基本达到了主动排查超前预
防、迎战高温汛期的目的。

据通报，在危化领域，相关部门共
排查企业1.6万家，查处隐患2.1万个，
行政处罚1.1万件；道路交通领域，事故
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10.8%、

11.1%；建设施工领域，首次实现半年
运行无较大事故；旅游领域，实现责任
安全事故“零发生”；消防领域，未发生
生产经营性亡人事故；灾害防治领域，
相关部门联合联动、超前预防、及时预
警，启动市级救灾应急响应2次，下拨
市级救灾应急资金1100万元，保障了
灾区群众基本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力防范化解安
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重大风险过程中，市
应急局坚持明察暗访和警示约谈，督促
各级干部“在岗位、在现场、在状态”。

今年上半年，市应急局开展一次
全面督查，明察暗访12个重点区县，警
示约谈中央在渝企业3个、地方企业
103家、区县政府分管负责人17人。

市应急局上半年警示约谈区县政府分管负责人17人
本报讯 （记者 陈波）7月25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安全生产与自
然灾害防治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
市已经连续32个月未发生重大以上生
产安全事故。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我市安全生
产和灾害防治呈“两降一无一减少”的
良好态势，即事故死亡人数下同比下降
0.5%，较大事故同比下降50%，无重特
大事故发生，灾害损失减少。

截至目前，我市已经连续32个月
未发生重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市共经历7次
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接报自然灾害
30起，同比上升42.9%；接报森林火灾
10起，同比上升11.1%。

上半年，全市受灾人口52.9万人，
同比下降46.3%；因灾死亡人数同比下
降23.5%；紧急生活救助人口同比下降
67.8%；农作物受灾面积同比下降
40.6%；各级各部门有效组织群众避险，
紧急转移安置 6544 人，同比上升
70.1%。

据了解，我市正在以建立适应大应
急、多灾种、全流程、多元化的应急体制
为目标，着力构建我市应急管理四大体
系。这四大应急管理体系分别为重新
构建“两委、九办、一总指四专指”应急
组织指挥体系；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
边的应急行政管理体系；构建市、区县
两级“专、常、群”应急抢险队伍体系；构
建应急制度保障体系。

重庆连续32个月未发生重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近年来，重庆多中心、多区域发展
的城市特点，让“一路向西”成为应对

“二环时代”重庆的下一个增长极，也
成为了城市发展新的主旋律。

作为重庆西进的主力军，经历了
重钢的搬迁，大渡口在“新兴产业之
区，品质生活之城”的综合定位下，快
速转型发展，打造一个以生态为体，以
文化为魂，以文化创意、休闲娱乐产业
为支撑的CRD中央休闲区。如今的
大渡口，已然进入发展快速道，城市建
设更是日新月异，吸引了全国众多知
名开发商进驻。千亿上市房企——荣
盛发展就是其中之一，打造百万平方
米荣盛城，以大城势能，精筑“大渡口
的好房子”，重塑大渡口生活时代，带
来新型生活方式。

诸多利好资源汇聚
加速大渡口区域发展

在今年的西洽会上，大渡口获得重
庆市大渡口区洲际酒店、国家环保产业
（重庆）总部基地、新能源汽车生产加工
3个重大项目落地，总投资额55亿元。
5月20日，大渡口组团C分区C42-3
号宗地以10066元/平方米的价格成
交。

此外，重庆西站的投入运营及重
庆科学城的规划建立，两剂“强心针”
再一次将这颗强有力的西部心脏深深

震颤。种种迹象表明，众多的利好资
源汇聚大渡口，将加速大渡口发展。

百万平方米美好大城
引领大渡口生活新风向

作为近年入渝房企中的佼佼者，
荣盛以“沪深上市TOP7”、“2019中

国百强房企TOP16”的品牌之势，匠
筑百万平方米美好生活大城——荣盛
城，以一半城市生活一半生态自然的
大城规划，重新定义大渡口的美好生
活。在大渡口高速发展、城市升级价
值爆发的今天，荣盛城毋庸置疑的脱
颖而出。

荣盛城，位于大渡口重点发展
板块之一——伏牛溪板块的核心，

出行有 2 号线（已建）\5 号线（在
建），4 条快速道、主干道等贯穿。
与九宫庙成熟商圈直线距离约3公
里，距离已开业大渡口万达广场直
线距离仅约 1公里，自身规划约 20
万平方米风情商业，商业配套成熟
可见。同时规划5块绿化用地、4块
教育用地，照顾城市居者大城生活
的方方面面。

荣盛城·Mini5.1米滨湖Loft
超想生活超“跃”而生

在当前重庆西迎来发展利好，和
楼市大环境的背景下，公寓正迎来“百
花齐放”的好时代。繁华中心，兼具自
住、商务、投资等多重功能，具备总价
优势的小户型公寓蕴含着强大发展潜
力。

百万平方米美好生活城——荣盛
城即将推售的公寓1号楼，无论是商
用投资或是居住自用，均能满足美好
想象。在商用投资方面：近400余家
企业盘踞、约34万常住人口，办公租
住需求两旺；已开业万达旁百万平方
米大城，约20万平方米商业规划，坐
享区域繁华向心；重庆西站客流量超
过4200万人次/年，站前经济圈吸附
租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今5.1米公
寓产品开发频频受限，上海、南京等城
市连续发布多条建筑新规——住宅、
公寓建筑的结构层高不超过3.6米，让
各地5.1米层高公寓“一寓难求”。目
前重庆市场上，5.1米公寓产品更为少
见，荣盛城·Mini5.1米滨湖Loft，约
5.1米可变空间，自由打造，成为当下
及未来堪称稀少的产品，价值也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极具期待。

在居住自用方面，轨道2号线、5
号线（在建）、城市主干道环绕，工作

生活交通便利；繁华新商圈，多自然
盛景，生活休闲新高地；约5.1米超想
层高设计，可打造为微企办公、主题
酒店、特色小店、青年居住等个性空
间，赋予空间更多使用可能。单套、
多套自由组合灵动打造，超高使用
率，公寓价值更为凸显；荣盛城·
Mini约5.1米层高滨湖Loft，小面积
微投入高价值，可商可住多用途，生
活办公切换自如。

张婷婷
图片由荣盛城提供

荣盛城·Mini 收藏一座城，品质上一层

结语》》

荣盛城，百万平方米全能美
好生活城，紧邻已开业万达广场，
商业、商务、生活集中于一体的大
城规划模式，促进各时段、各阶
层、各类别的商业优势互补，从而
自发形成一个“人气、商气、财气”
据点。

目前，全新公寓产品——
Mini滨湖 loft 即将面世，约5.1
米层高，于大城央，予以财富和生
活 的 双 倍 享 受 ，详 询 023-
68151777。

荣盛城项目鸟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