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朋友体验
重庆交通“网红”景点
乘轻轨、玩索道，体验船舶应急救

援，6月1日，酉阳县车田乡车田村17名
留守儿童，实地体验了重庆“网红”交通，
近距离感受主城交通的魅力，这也是他
们第一次到主城。 （记者 杨永芹）

重庆科技馆
迎3.5万人次访客
6月1日，重庆科技馆人气“爆棚”，

各个入口前都排起长队。当日重庆科技
馆共接待3.5万人次访客，其中绝大部
分是来欢度儿童节的小朋友和家长，显
示出我市家庭更加注重孩子的科技创新
教育。 （记者 申晓佳）

市规划展览馆
邀孩子们看山清水秀美丽重庆
6月1日上午，“寻梦山水之都，玩

转立体之城，‘童’你一起，相约展
馆”——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庆“六一”国
际儿童节活动举行。百余名儿童在家
长陪同下，一起探秘轻轨“穿楼的秘
密”、洪崖洞的建筑特色、长江索道的运
行，了解重庆这座城市的立体形态。

（记者 郭晓静）

去大剧院
感受儿童绮丽多姿的世界
橡皮泥、贝壳、麻绳、彩色塑料袋……

这些有趣的材料被充满想象力的孩子们
用在了绘画中。6月1日，“重庆艺术大
市场2018·首届少儿绘画作品展”开幕
式在重庆大剧院举行，350余件优秀少
儿绘画作品展现了儿童绮丽多姿的艺术
世界。展览将持续至6月3日，免费对
公众开放。 （记者 兰世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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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渝中中心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李兵
机构编码：0000615001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重庆村1号3层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2号（合景大厦A幢8楼）
发证日期：2018年5月25日
邮政编码：400010 联系电话：13808343477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开办以下业务：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人寿保险、年金保险以及经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它人身保险业务
成立日期：2012年8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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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市大足双桥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彭露 机构编码：0000275001110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大足区双桥双南路2号3层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双桥经开区车城大道39号附2号4楼
成立日期：2015年07月10日
邮政编码：400999 联系电话：023-4333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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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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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名称：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都凯
机构编码：0000615000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民权路58号三层1#位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聚贤岩广场9号国华天平大厦（国华金融中心）1

单元14层1401、1402、1403、1404
发证日期：2018年5月22日
邮政编码：400010 联系电话：13808343477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开办以下业务：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人寿保

险、年金保险以及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它人身保险业务
成立日期：2008年3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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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6 月 1 日电 （记
者 荣启涵）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理
事长贾勇1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
示，我国将于2018年10月1日起全
面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贾勇介绍，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
原则通过《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制度的意见》，意见按照“兜底线、
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着眼为残疾
儿童接受基本康复服务提供制度性

保障，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贾勇说，这一制度主要针对我国

残疾儿童康复服务保障制度空白，将
现有社会保障制度覆盖不到的服务
内容作为主要救助内容，并强调与基
本医疗保障、临时救助等制度进行有
效衔接。

贾勇表示，意见规定了救助对象
范围为符合条件的0至6岁视力、听
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
独症儿童。包括三类：城乡最低生活

保障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的残
疾儿童和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的
残疾儿童；残疾孤儿、纳入特困人员
供养范围的残疾儿童；其他经济困难
家庭的残疾儿童。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内容主要
是以减轻功能障碍、改善功能状况、
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为主
要目的的基本康复服务。”贾勇说，根
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推算，
我国有0至6岁各类残疾儿童167.8

万人。儿童期是康复的黄金时期，通
过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多数残疾
儿童能显著改善功能，不仅可以减轻
家庭经济、精神负担，更能正常上学、
就业，为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截至目前，我国各类残疾儿童康
复服务机构发展到近7000个。全国
已有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
东、福建、宁夏、云南等9个省份建立
了不同形式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
度。

我国将于10月1日起
全面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实
习生 韩羽柔）我市的小朋友们
又多一个阅读新去处！6月1日，
由重庆新华书店集团打造的儿童
成长主题书店“萌想+”儿童阅读
成长体验馆在大坪开门迎客。

据了解，“萌想＋”儿童阅读
成长体验馆的总面积为1200平

方米，分太空漫游、星座传说、梦
想之旅等多个主题场景，拥有2万
余种中外少儿读物。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在该书店内，最引人注目的莫过
于海豚阅读成长馆。据“萌想＋”
儿童阅读成长体验馆馆长张咏梅
介绍，该馆不仅汇聚了包括《弗洛
拉与火烈鸟》等500多种曾荣获
凯迪克奖、凯特·格林威奖、安徒
生奖、德国青少年文学奖的优秀

绘本，还按照不同年龄段的需求，
把情绪管理、想象力与创造力培
养、品格养成、习惯养成等类型的
绘本进行功能分类，方便家长为
孩子选择适合的读物。

值得一提的是，体验馆不仅
会在每周末举行泥塑、纸艺、沙
画、布艺等多种体验课程，还将
组织开展年度“绘本阅读计划”、
年度“亲子手创体验”等互动活
动。

重庆最大儿童成长主题书店亮相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黄振胜）6月 1日，“感恩生命、健康生
活—2018重庆市全民禁毒宣传月”主
题活动启动仪式在璧山举行，标志着我
市为期1个月的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
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启动仪式上，参与活动的市民代表
和璧山区学生志愿者代表共同完成“共
绘美丽绿水青山·共创禁毒示范城市”
画卷创作，青年志愿者在“我向毒品
say no”（译为“我向毒品说不”）签注
板上签名表达拒毒决心；市禁毒办发

布了由禁毒志愿者、在校学生、戒毒康
复人员参与拍摄的2018全民禁毒宣
传月主题活动原创宣传视频《向阳而
生》和同名宣传曲。

“烟枪一只，打得妻离子散，未闻炮
声震地；锡纸半张，烧尽田地房梁，不见

火光冲天……”璧山区璧泉初级中学老
师和同学们的诗朗诵《远离毒品 筑牢
梦想》、璧山禁毒社工表演的小品《美好
生活》等丰富多彩的表演和活动赢得现
场市民掌声阵阵。

今年的全民禁毒宣传月活动以“我

向毒品say no”为主题，通过公益片、
歌曲、禁毒大篷车、“环湖健步”禁毒知
识问答等线上线下活动，立足在校学
生、社区家庭、社会群众等群体开展多
角度、全方位禁毒宣传。

据了解，去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共
破获毒品刑事案件5000余起，抓获毒品
犯罪嫌疑人5600余人，缴获毒品660余
公斤，禁毒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今
年，重庆禁毒办根据互联网传播特点，结
合当下青少年喜爱的宣传形式，创新制
作设计的原创“禁毒娃娃”形象和“禁毒
表情包”亮相，吸引不少市民下载使用。

据市禁毒办负责人介绍，全民禁毒
宣传月主题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5届，
既宣传普及了毒品预防教育知识，又弘
扬传递了社会主旋律和正能量，成为我
市禁毒工作的一张响亮名片。在今年
的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活动中，还将举
办禁毒作品展、禁毒文艺创意大赛评比
等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并邀请各禁毒委
成员单位、学校、企事业单位、媒体等代
表发起“我向毒品say no”线上倡议活
动，提高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识毒、
防毒、拒毒意识。

“我向毒品say no”

据新华社长沙 6 月 1 日电 （记者
阮周围）贺锦斋，1901年生，名文绣，乳名
春生，湖南桑植人。1916年贺龙两把菜
刀闹革命，组织讨袁（世凯）护国军的壮
举，为贺锦斋所景仰。1919年入贺龙部
当卫士，由于作战勇敢，由士兵逐级递升
至团长。

1926年5月，贺龙响应广东革命政
府的号召，率部参加北伐战争。贺锦斋
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1师团长、代理旅
长，指挥所部参加了澧县、斗湖堤、武胜
关、逍遥镇等战斗，屡建战功。

1927年6月15日，在北伐进军途中，
贺龙所率领的独立15师升编为国民革命
军第20军，贺龙任军长，贺锦斋任国民革
命军第20军第1师师长。7月下旬，全军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抵达南昌。8月1日
凌晨贺锦斋率1师担任正面主攻，参加震
惊中外的“南昌起义”。起义中，贺锦斋
率部主攻第五方面军朱培德滇军精锐警
备团，全歼守敌，取得了南昌起义的决定
性胜利。

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中，面对严峻
的形势，贺锦斋处处以身作则，与战士同
甘共苦，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到底。指挥
所部参加了瑞金、会昌等战斗。起义军
在潮汕地区失败后，与部队失去联系，他
克服千难万险，10月底辗转至上海，寻找
党的组织。

同年冬，贺锦斋奉中共中央指示到

湖北监利、石首一带组织游击队，开展武
装斗争，配合南县、公安等地年关暴动。
在此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3月，贺锦斋随周逸群、贺龙
等回湘西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曾率
部在桑植葫芦壳设伏，消灭贵州军阀部
队数百人，活捉其旅参谋长。同年7月，
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军
第4军成立，贺锦斋任委员和师长。率部
在石门、津澧一带，率部发动群众，开展
游击斗争。

9月，在石门泥沙镇战斗中，为掩护
主力突围，贺锦斋率警卫营和手枪连奋
勇冲杀，壮烈牺牲，年仅27岁。实践了他

“吾将吾身交吾党”“誓为人民灭豺狼”的
钢铁誓言。

贺锦斋：誓为人民灭豺狼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 日电 （记
者 刘慧）根据相关规定，证监会近日
将第一批特定严重失信人名单报送铁
路和民航部门，对“逾期不履行公开
承诺的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和

“逾期不履行证券期货行政罚没款缴
纳义务当事人”这两类资本市场“老
赖”进行联合惩戒。民航局、中国铁
路总公司也分别公布了一批严重失信
人名单，并将在公示期满后对名单主
体采取惩戒措施。

证监会公布的相关名单已于6月
1日在“信用中国”网站发布，并按照规
定公示7个工作日，如无正当异议理
由，公示期满后将由铁路和民航部门对

名单主体采取惩戒措施，在1年内限制
其乘坐火车高级别席位和民用航空器。

1日，民航局也公布其首批《民航
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严重失信人名
单》，86人因“在机场安检中查出随身
携带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危险品、违
禁品、管制物品而被处以行政处罚”

“冒用他人乘机身份证件、乘机凭证登

机而被处以行政处罚”等行为被列入
民航特定严重失信人名单记录，自6月
1日起被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限制期
限为一年。

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网
站、“信用中国”网站公示了31名经认
定有严重失信行为即将被限制购买车
票人员名单。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

公示无异议后，铁路部门将实施限制购
买车票的惩戒。

据悉，严重失信被执行人惩戒还有
望扩大到互联网金融领域。近日，中国
司法大数据研究院与天津中互金数据
科技有限公司在京宣布，将以“共筑金
融风险防线、联合惩戒失信被执行人”
为共同目标开展紧密合作。

证监会、民航局、中国铁路总公司公布一批严重失信人名单

名单主体坐火车乘飞机将受限

本报讯 （记者 杨骏）6 月 1日，
全球“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在两江
新区互联网产业园正式启幕。本次大
赛将提供总额为 100万元的奖金以及
专项投资基金支持，猪八戒网还提供专
业指导授课等，助力创新创业者做大做
强。

全球“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由市
经信委、两江新区管委会主办，猪八戒网
和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承办。本次大赛以

“互联互通，创享未来”为主题，面向全球

征选优秀创新创业项目，旨在发掘优秀
创业团队、具有投资潜力的孵化项目，集
聚互联网创新创业人才、项目、资源等要
素，助力重庆产业发展，促进互联网与实
体产业深度融合，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升
级。

大赛报名时间从6月1日至6月18
日，参赛者可通过猪八戒网微信公众号、
猪八戒官网渠道了解具体报名信息，线下
报名则可通过网址 https：//www.zbj.
com/about/branch了解。

“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启幕
奖金总额达100万元

新华社首尔6月1日电 韩国和朝鲜
1日在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
高级别会谈，就履行《板门店宣言》的具体
方案和后续措施达成一致。

根据双方发布的联合公报，双方商
定于本月14日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

阁举行将军级军事会谈，于18日在板门
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体育部门
会谈，于22日在朝鲜金刚山举行南北红
十字会会谈。双方还同意定期举行高级
别会谈，对《板门店宣言》的履行情况进
行督查。

韩朝就履行《板门店宣言》具体方案达成一致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6月1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共享芬芳”中西部地区
百县公益巡演展览之走进重庆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6月2日至17日，中国残疾
人艺术团将来渝巡演8场，观众熟知的
《千手观音》也将亮相，市民可免费前往
观看。

此次共享芬芳中西部地区巡演展览
走进重庆，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举办

“共享芬芳”仁美书画展巡展；二是组织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我的梦”巡回演出。

仁美书画展精选了80多位优秀残
疾人和30多位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书画

家的作品共同展出，收录重庆市优秀残
疾人书画艺术家的作品一同展出。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将在巴蜀中学、
永川区、大足区、江津区、垫江县、涪陵
区、沙坪坝区、万州区各演出一场。中国
特殊艺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倪林介绍，此
次来渝巡演最大的亮点节目就是《千手
观音》，此外，把芭蕾和手语结合起来的
开场舞《我的梦》、浓缩音乐剧《闻香识女
人》等节目也值得关注。市民可通过当
地残联门户网站申请领票，或是通过当
地残疾人所在社区残联的专职委员领
票。

登上春晚的《千手观音》将来渝巡演
市民可免费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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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六一”儿童节当天，来自各区县参加中国少年先锋队重庆第五次代表大会的330余名少
代会代表，在人民广场参加升国旗仪式并重温入队誓词。通过参加升国旗仪式，希望少年儿童树立爱
党爱国的坚定理想信念，从小打下爱党报国的政治情感基础。

记者 齐岚森 摄

庆“六一” 感党恩

重庆300余名少年儿童参加升国旗仪式

欢庆“六一”儿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