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新闻 8CHONGQING DAILY

2019年8月7日 星期三
编辑 袁文蕙 美编 乔宇

重庆公安网 www.cqga.gov.cn 报警 110 火警 119 医疗急救 120 法律咨询 12348 公安督察 63758111 市检察院犯罪举报中心 67522000 市公安局犯罪举报中心 68813333 交通报警 122 路灯投诉 63862015 交通违章查询 www.cqig.gov.cn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8
月6日，位于江北区的赵家山体育
文化公园和位于南岸区的桐梓山
体育文化公园建成开放。重庆日
报记者从市规划自然资源局获
悉，我市今年将总共建成20个社
区体育文化公园，其余18个公园
将按照“成熟一个，开放一个”的
原则陆续开门迎客。

赵家山体育文化公园地处江北
区，武江西路与健安路交叉口，紧邻
重庆中医院与南桥寺建材市场。桐
梓山体育文化公园地处南岸区，紧
邻南坪110中学（雅居乐校区）。

社区体育文化公园中标总承
包单位设计负责人介绍，赵家山
体育文化公园设计构思以尊重原
始地形，保护现状植被为切入点，
在植物配置上，多栽植遮荫大树，
确保夏有林荫，冬有暖阳。桐梓
山体育文化公园的设计思路则整
体以体育运动为主题，布置了篮
球、五人制足球、乒乓球等运动场
地，以及植入器械的多功能场
地。将场地文化与运动健身串联
起来，充分满足了周边多种人群
的使用需求。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利用边角地建设社区体育文
化公园是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实
施城市提升行动计划的重要举措，
旨在提升城市品质，精细化用地，增
加城市公共活动空间，打造社区公
共交流空间，重点突出“社区”“体
育”与“文化”主题，切实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按照总体安排，
我市计划建设92个体育文化公园，
其中 2018 年已建成开放 30 个，
2019年建成20个，2020年建成42
个。

根据建设安排，今年将建成的
20个社区体育文化公园总用地面
积约200亩，分布在渝中区、江北
区、北碚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
岸区、大渡口区和巴南区。

两个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建成迎客
今年还有18个公园将陆续开放

本报讯 （记者 韩毅 通讯员
兰卓）8月5日，重庆“晒文化·晒风景”
大型文旅推介活动之“渝北篇”精彩上
线。该区以“临空之城山水渝北”为主
题，结合龙兴古镇、革命母子、统景温泉
等故事，全方位展示了江北机场、印盒
生态旅游度假区、巴渝古床博物馆、仙
桃国际大数据谷、重庆创意公园等。作
品上线不足1小时，点赞数就达到“300
万+”。

“晒出了文旅的温度和高度”

“渝北不止是科技、文创、时尚、历
史、美食之城，还是风光旖旎、休闲度假
的胜地。”市旅游数据中心专家顾问、市
旅游标准化委员会委员黄昌琪说。“双
晒”作品充分展示了渝北文化和风景的

温度、维度、高度，展示了国家临空经济
示范区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开放创
新的精神、时尚新潮的元素。

“作为一名从北京来渝北定居的艺
术工作者，‘双晒’让我更加了解和热爱
渝北了。”青年书画篆刻艺术家袁春亚
说。这次“双晒”作品呈现出了一幅渝北
水墨山水画，他也将用自己的画笔将渝
北的文化和风景进一步推广传播出去，
让更多人了解渝北、爱上渝北。

文创品牌策划人、重庆马甲文化总
经理罗渝说，这次“双晒”活动，让他发现
了渝北丰富的文化元素——既有空港的
国际时尚，又有木雕文化的传承；既有仙
桃国际数据谷面向未来，还有龙兴古镇
的历史时空；既有武术这样的阳刚气息，
也有温泉的柔美时光，各种文化糅合在
一起，营造出难得的文旅景观。

“我为渝北多个景区撰写了赋，我深
爱这片土地！”重庆市巴渝文化研究院艺
术顾问、重庆人文美术会馆副馆长兼渝
北馆馆长李永雄说，“双晒”晒出了渝北
的气韵、气质、气场，全方位展示了渝北
的山水人文，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渝北

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我听到了家乡的强烈心跳”

“渝北既有天生丽质的统景温泉及
峡谷，更有一系列体现临空之城的新潮
景点，我为渝北点赞！”中华诗词学会会
员、渝北区委宣传部退休干部李蜀林
说。

“我们之所以入驻仙桃国际数据谷，
就是看中了渝北区作为临空经济示范区
的诸多优势。”华为（重庆）DevCloud创
新中心总经理程国春说，“我来渝北工作
不到半年，这次‘双晒’非常震撼，让我全
方位领略了渝北的美好风光和人文风
景，这方热土值得更多的有志之士来安
家落户！”

据介绍，渝北“双晒”作品上线不到
1小时，点赞数就达到“300万+”。

临空之城文旅产业全面升级

“‘双晒’既是集结号，又是冲锋号。”
渝北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称，以本

次“双晒”为契机，渝北将全面唱响“临空
之城山水渝北”品牌。

首先，渝北将实施重点景区提档升
级工程，通过优化环境、提升景观、注入
个性化氛围等对统景风景区、龙兴古镇、
巴渝民俗博物馆进行品质提升，打造成
为渝北文旅融合发展示范景区， 供八
方游客体验温泉山水文化、古镇传统文
化、巴渝文化、地域文化。

其次，深化重大项目服务。推动统
景温泉风景区5A级景区创建，加强创
意公园四期建设、锣山矿山公园、巴渝乡
愁和数字文化产业园落地协调与服务工
作，协助重庆创意公园（广告产业园）、国
盛ICE等园区做好招商引资工作，积极
争取中央公园北端“三馆一院一厅”落
地。

其三，加强产业示范建设。推进圣
名游乐城创4A级景区，创建五谷地生
态农场、问仙谷生态旅游区、花仙谷景区
等一批智慧旅游乡村示范点，指导沐丰
园生态农场申办乡村研学基地、智慧旅
游乡村示范点，推进旅游质量认证及低
碳认证在旅游企业的推广，引导和培育
适合行业特点的管理体系认证。

最后，以乡村文化振兴示范点建设
为抓手，继续推进镇街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建设，大力开展基层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专项治理。切实推进历史文化名
村名镇的公共服务设施提档升级。

渝北“双晒”引发热议

临空之城奏响文旅发展强音

“每到暑假，就诊量峰值可达到每天
1600人次以上。”8月6日，在重庆大坪
医院眼科，工作人员小汪感叹。数据显
示，进入暑假以来，各大医院眼科学生就
诊量比平日增多三成左右。

暑假期间，学生为啥会扎堆眼科？

趁放假集中看眼科
学生病号成暑假“主力军”

“眼科号已经挂完了！”当天上午8
点，当记者来到大坪医院门诊大厅左侧
的眼科挂号处，工作人员正不停地给前
来挂号的患者解释。位于4楼的眼科门
诊候诊区和过道，挤满了家长和孩子。

“他看东西时老是眯眼，我怀疑是不
是得了近视。”38岁的陈女士带着7岁
儿子来医院检查，她很担忧：“这才上一
年级就近视，怎么得了？”

据大坪医院不完全统计，暑假期间，
每天眼科门诊量达1500人次以上，其
中，学生占了七成左右。西南医院、重医

附一院、重医附属大学城医院等医院的
眼科也迎来暑期青少年就诊高峰，号源
紧张，门诊量比平日多三成左右。

大坪医院眼科专科医院院长叶剑
说，前来就诊的孩子中，大多是近视、斜
视，需要配镜矫正、手术矫治等。

课业重 沉迷电子产品
眼病患者呈低龄化趋势

据了解，全国各地医院的眼科在今
年暑期都迎来了就诊高峰。“我国儿童青
少年近视呈现出发病率高、程度深、低龄
化的特点。”重医附一院眼科博士漆剑
说，我市曾对12万名青少年的视力进行
了调查，结果发现小学生近视发生率为
35%，而到了高中，这一比例高达88%，
其中，重点中学的近视比例高于普通中
学。

“众多视力异常的儿童中不乏3-4
岁等学龄前儿童，而且一上来就是近视
度数600度以上。”漆剑说。

为啥近视发生率这么高？
叶剑分析：除先天因素外，随着电子

产品的普及，儿童过早接触并沉溺于电
子产品，造成用眼负荷过重，加上户外活
动时间过少等因素，导致了近视问题的
不断加重。

有教育专家指出，目前，基础教育阶
段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造成了青少年视
力下降的普遍问题。

矫正视力要听医生的
网上流行的矫正方案多不靠谱

如今，穴位按摩、耳穴磁珠、OK镜
等等矫正近视的信息很多。在发现孩子
近视后，不少家长想尽各种办法想为孩
子矫正视力，或根据网络信息盲目自诊。

“其实这些办法没多大用处，而且判
断近视有无好转一定要通过验光。”叶剑
说，近年来流行的OK镜，它其实是角膜
塑形镜，其原理是通过睡觉时戴在角膜
前部，逐步使角膜弯曲度变平、眼轴缩

短，从而阻止近视的发展。“虽然有部分
文献研究，称OK镜对治疗近视有一定
的作用，但始终比不上户外活动对眼睛
好。”

叶剑说，如果发现孩子近视，家长应
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验光，由医生给
出科学的矫正方案。

“防控青少年近视是全社会的一项
系统工程。”在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
管理学院副院长蒲川看来，不仅需要将
中小学减负在校内、校外落到实处，也需
要依靠政府、学校、家长、医院、社区等多
方协同出力、多管齐下。

蒲川认为，增加户外活动时间是青
少年防治近视最具可操作性的切入点。
按照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综合防控
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学校要强化
体育课和课外锻炼，确保中小学生在校
时每天有1小时以上体育活动时间。家
长要积极引导孩子进行户外活动或体育
锻炼，使其在家时每天接触户外自然光
的时间达1小时以上。

漆剑建议家长可以备一张视力表，
1-3个月自查视力，若发现视力下降，及
早医院就诊。家长陪伴孩子时尽量减少
使用电子产品（2 岁前不宜），单次不宜
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
时，读写连续用眼时间不宜超过40分
钟。

暑假里 学生扎堆医院看眼科——

网上流行的近视矫正方案靠谱吗
本报记者 李珩

本报讯 （记者 曾立）重庆日
报记者8月5日从市能源局获悉，为
加强重庆市中长期电力保障，推动重
庆市电力高质量发展，近日，市能源
局与西南电力设计院在成都正式签
订《深化电力合作协议》，并依托西南
电力设计院成立“重庆市电力规划研
究中心”。

重庆能源资源有限，是西部地区
唯一的电力受端省份。直辖以来，通
过自建电源和引入外来电，基本形成
了“自给为主，外来为辅”的电力保障
格局。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电力需求不断增
长，缺口将越来越大，预计2035年全
市新增电力缺口约2500万千瓦。

市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0年以后，重庆市境内基本没有
可开发大中型电源，新增电力需求将
主要依靠外来输入。构建多元化电
力保障体系，将是实现我市电力高质

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西南电力设计院是首批获得国

家工程综合甲级资质的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是全国勘察设计百强单
位。

按照合作协议，市能源局和西南
电力设计院未来将在电力发展、电力
规划及建设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充
分发挥西南电力设计院技术支撑作
用，深度参与“疆电入渝”、川渝电力
合作等“外电入渝”工作。

具体包括：合理规划建设“疆电
入渝”配套电源及特高压输电线路，
将新疆丰富的煤炭、风、光等资源就
地转化为电能输送到重庆；基于当前
川渝输电通道能力已经饱和，难以实
现新增四川水电入渝的现状，深入研
究规划川渝电网2035目标网架，新
增川渝输电通道，促进四川水电等清
洁能源优先在渝消纳，进一步加强重
庆市的中长期电力保障。

重庆市能源局与西南电力设计院签订合作协议

重庆市电力规划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8月6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规划自然资源局获悉，
首批30个社区体育文化公园2018年年
初开园以来，已服务市民50万人次，并起
到了社区平台的作用。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首批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在主城所有行政
区均有覆盖，投用体育场地约170个、健
身设施230余架、健身步道（跑道）32条，
智能文化电子显示屏、免费图书借阅亭、
无人售卖机等配套服务设施80余台，开
放以来累计入园休闲、锻炼的市民约50
万人次。

“现在，打羽毛球可以微信预约，大家
再也不用提前来‘占位子’。”江北区大水
井体育文化公园的“常客”李芬丽阿姨告

诉重庆日报记者，为了有序利用公园的羽
毛球场地，去年，周边社区的居民们自发
建立了微信群，在群里报名预约打球时
间。以往因为“占位子”而扯皮的现象，再
也没有出现过。

“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利用边角地建设，
附近居民密集。公园为附近居民提供了互
动的平台，让他们的交流更加频繁，也有助
于建立居民自治。”社区体育文化公园中标
总承包单位负责人介绍，除了让居民们融
洽感情，社区体育文化公园还成为了社区
互动的新空间、新平台。

大水井体育文化公园园长邓喻方介
绍，去年以来，大水井体育文化公园举办
了春节联欢会、爱眼日活动等。下一步，
还将筹办社区体育节、露天电影文化节等

活动。
“借助社区体育文化公园，我们和多

所高校联动，开展了垃圾分类环保宣传。”
沙坪坝区虎溪街道虎兴社区宣传员李志
芳说，今年以来，社区借助汇贤体育文化
公园，与重庆师范大学等高校联合开展了
多次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社区居民对垃圾
分类知识的知晓度和关心度得到了明显
提高。

今后，随着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建设推
进，更多市民将受益。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相关负责人透露，经初步测算，92个社区
体育文化公园建成后，可同时容纳群众约
3-4万人，服务周边群众约200万人，满
足市民常态化就近锻炼、休闲、社交的需
求。

首批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已服务市民50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 李珩）“5日到
7日星云相伴，8日流云遮星。”8月
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气象局获
悉，中国天气网在重庆发布了国内
首个星空预报，旨在打造地方气象
服务、助力地方气候旅游开发和脱
贫攻坚。此次推荐的星空观赏地点
为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一般来说，当暗夜天空无云或云量
很少时，容易看到繁星满天的景象，当
天空云量较多时，容易看到星云相伴或
是彩云追星的景象，而当下雨或阴天
时，星空就要“躲猫猫”了。酉阳空气
质量全年以优良为主，空气能见度较

好，所以当暗夜天空无云或云量很少
时，基本上抬头就可看见漫天星河。

星空预报推荐了酉阳的花田梯
田、菖蒲盖、鹿角坪、马鞍城、叠石花
谷5处赏星地。其中，鹿角坪海拔超
过1000米，登高望远，视野开阔；在
菖蒲盖、马鞍城看星河，游客可以和
大自然相融，马鞍城赏星之后，还能
到附近的龚滩古镇感受千年古镇的
风韵。

据了解，7-11月夏秋季节是酉
阳观看星空的最佳时段，一天中，晚
上21时至凌晨3时是观赏星空的最
佳时间。

首个星空预报在重庆发布

本报讯 （记者 杨艺）今天就
是七夕了，不少情侣会选择在这个
日子领结婚证。8月6日，记者从支
付宝获悉，包括重庆在内的全国5
省市上线电子结婚证，刷脸就可领
取。

如何领取？已经登记结婚的夫
妻，上支付宝搜“电子结婚证”，进入
当地一网通办小程序，重庆对应的则
是“渝快办”，在“我的证照”一栏，就
能看到红色背景的“结婚证”，刷脸就
能领取到和实体证相对应的电子结
婚证，同时也可办理补领婚姻证预
约、婚姻登记信息核验等服务。重
庆、福建、江西、江苏、浙江5省市首
批支持该功能。

领取电子结婚证之后，如何用？
作为婚姻关系证明，结婚证常用于购
房贷款办理、房产过户、继承遗产、财
产公证、子女入学等。由于使用并不

频繁，市民经常遇到去办事发现证件
忘带或者找不到的情况，有了电子证
件后，就可随用随领，不怕忘、不会
丢。

需要注意的是，电子结婚证并非
意味着不用去民政局领证，而是领证
后可查询本人婚姻登记电子记录，无
论是结婚登记还是离婚登记都需要
根据《婚姻登记条例》规定，携带相关
材料到婚姻登记机关现场办理。办
理完成后，可领取电子结婚证，以电
子记录的形式在手机支付宝中显示
和纸质证书对应的记录。

除了电子结婚证外，截至2018
年底，重庆可以在支付宝的重庆一网
通办小程序“渝快办”中，享受公积金
查询、交通违法查询缴费等200余项
政务服务。重庆也由此成为全国电
子证件类型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的省
份之一。

重庆人今天可刷脸领电子结婚证了

本报讯 （记者 张莎）8月 6
日，大渡口区“我们的节日·七夕”民
俗文化活动在申佳子溪苑小区举
行。活动特别为走过金婚的老夫妻
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情人节礼物，为
他们拍摄合影，重温浪漫回忆。

上午，茄子溪街道、茄子溪侨联邀
请的专业摄影师们早早来到现场，布
光、选角度、选背景，布置拍照场景，希
望给老人们留下一个完美的七夕记
忆。“来，给老伴一个甜蜜的拥抱！”在
摄影师指挥下，老夫妻们面对镜头牵

手、拥抱、比心，满脸幸福被镜头定格。
71岁的余帮全和68岁的严明

书刚携手走过金婚。“我们结婚时有
一张照片，后来就很少合影了。新中
国成立70周年，老百姓生活越过越
好，现在我们也拍上了情侣照。”严明
书说，年少夫妻老来伴，他们现在很
幸福。

除在现场留下珍贵影像，老年夫
妻们还玩起了你比我猜、你丢我接、
你运我盖、穿针引线等民俗游戏，感
受七夕文化。

老夫妻“七夕”拍情侣照

镜 头 前 定 格 幸 福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七
夕”佳节来临，中国电信5G健康公益
万里行活动与你相约“牵手一起走”，
用自己的脚步遇见缘分，走进未来。

据介绍，即日起至8月27日，参
与者在“中国电信重庆客服”微信公
众号回复关键字“5G公益行”，或直
接在微信平台上搜索“5G健康公益

行”，即可进入活动小程序。
进入活动后，参与者每日运动

的步数会被系统实时、累计记录，每
达到两万步即可进行一次线上抽
奖，主办方准备了海量的奖品，其中
包括华为P30手机、平衡车等，还有
为贫困山区的学校捐赠书包、保温
饭盒等公益性奖品。

七 夕“ 牵 手 一 起 走 ”
相约中国电信健康公益万里行

8月6日，位于江北区的赵家山体育文化公园建成开放，小朋友们正在新建的公园
里进行乒乓球练习。 （本组图片均由记者罗斌摄）

8月6日，鸟瞰位于江北区的赵家山体
育文化公园。

本报讯 （通讯员 周艳红）7
月 31日，黔江区“最受欢迎微型党
课讲稿”“最佳人气微型党课宣讲
员”网络评选结束，这次为期 4个
月，以“担当作为 同心筑梦”为主
题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微型党
课宣讲活动，也从“写党课”“评党
课”“讲党课”进入成果升华、运用阶
段。

本次活动中，黔江区广大党员干

部积极参与，共写党课8100余篇，领
导干部带头写党课980余篇。各基
层党组织通过单位公开栏、局域网及
QQ、微信工作群等公开“晒讲稿”，
微信直播“晒讲课”，“黔江组工”“黔
江机关党建网”、《武陵都市报》、“家
在黔江App”等平台大力推送、分享

“优质党课”讲稿、微视频，4件优质
党课微视频在中宣部“学习强国”平
台推出。

黔江广大党员参加“微型党课”宣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