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新闻 18CHONGQING DAILY

2019年4月4日 星期四
编辑 王濛昀 美编 何洪

本报讯 （记者 张莎）4 月 3
日，2019年“我们的节日·清明”主题
活动在我市各地开展。

关键词：传承遗志

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
委、团市委等主办的“我与祖国共成
长·寻‘小萝卜头’事迹”主题教育活动
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举行。500余名学
生向烈士敬献花圈，红岩联线优秀讲
解员现场讲述“小萝卜头”的故事，全
体师生共同传递了巨幅国旗。

“清明祭英烈是我们学校的传统
活动，已经持续了10年，孩子们在一
年级时都会参观渣滓洞、白公馆，然
后在这里加入少先队，五年级时再重
温这个过程。”江北区鲤鱼池小学校
长表示，这样的仪式，能够培养孩子

的责任心，让他们感受到幸福生活的
来之不易。

江津区各镇街、部门、企事业单
位和学校组织干部职工、师生和市民
走进聂荣臻元帅故居、烈士陵园，深
情缅怀革命先烈。

北碚区“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
功立业新时代”2019清明祭英烈活
动在北碚区梅花山举行，矗立在广场
正中央戎装佩剑的张自忠将军塑像
前站满了前来祭奠的师生和市民。
他们在塑像前集体默哀，并向烈士墓
敬献小白花，寄托深切哀思。

关键词：保护传统

排班、迎神、沃盥、献花、献果、行
读祝礼、行献礼、行饮福受胙礼、行上
香礼……“寻根祭祖·感恩惜福”——

2019年清明禹王祭祀活动在重庆湖
广会馆举行。13个程序的典礼完全
遵循历史上禹王祭祀的程序规制。

据了解，自清康熙年间以来，移
居重庆的湖广移民及其后裔每年都
会聚集在重庆湖广会馆的禹王宫纪
念大禹，祭奉先祖，祈福平安，形成传
统民俗。这个活动也被确定为重庆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我们祭奠大禹，能让大家从历
史深处认识自己，寻根溯源，激励斗
志。”渝中区文明办负责人介绍，通过
湖广会馆这个窗口，保护、传承中国
传统文化，极具人文价值、教育价值
和审美价值。

关键词：文明低碳

没有焚烧纸钱的黑烟，取而代

之的是鲜花的清香。伴随着舒缓
低沉的月光曲，亲友们围坐在一
起，看着已故亲人的相片，讲着故
去亲人在世时的故事……一场家
庭追思会在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
跃新社区举行，吸引了众多家庭参
与。

“今年是妈妈去世后的第一个清
明节，我和姐姐为妈妈买了她最爱的
百合花……”一位居民与邻居们共同
回忆起母亲生前。

她说，选择家庭追思这样文明低
碳的祭拜方式，虽然简单，却丝毫没
有冲淡对母亲的哀思。

清明前夕，江津区近百所学校的
7000余名师生也开展了寻找和传承
家风家训、“家书抵万金”等丰富的清
明活动。

传承+保护+追思

清明主题活动内容丰富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何维）4
月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主城各大医
院了解到，清明期间部分医院门诊时
间有变。

其中，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新
桥医院、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
院）：4月5日至4月 7日，上午有门
诊。

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医院（重庆
市人民医院）：三院院区正常应诊；中
山院区心内科、骨科、综合科上午半天

应诊；江北院区呼吸专家门诊正常应
诊，其他专科住院部正常应诊。

重医附一院4月5日和7日仅上
午有门诊，4月6日全天正常门诊。重
医附属儿童医院、市中医院正常应诊；
市急救医疗中心普通内科全天正常门
诊，其他科室仅上午有门诊。

市肿瘤医院外科、普通内科、消化
内科、妇科肿瘤中心、乳腺肿瘤中心、
肿瘤内科、头颈肿瘤中心、针灸科上午
开设假日门诊。

主城区部分医院门诊时间有变

本报讯 （记者 陈波）4月2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
今年开始正式实施《重庆市困难群众
节地生态安葬补贴实施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符合条件的补贴对象可享
受节地生态安葬补贴3000元。

《办法》规定，符合4种情况的困
难群众将可以享受节地生态安葬补
贴，这4种情况分别是具有我市常住
户籍的孤儿、城乡低保对象、城乡特
困人员和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
优抚对象，死亡后实行火葬，其骨灰
在本市合法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
选择节地生态安葬的；属土葬改革区
的其遗体在本市公墓选择节地生态安
葬的或平地深埋、不留坟头的；在我市
行政区域内自愿、无偿捐献人体器官、
角膜的捐献人，遗体火化后其骨灰在
本市合法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选
择节地生态安葬的；属土葬改革区的，
其遗体在本市公墓选择节地生态安
葬的或平地深埋、不留坟头的。

对节地生态葬式，《办法》明确为
五大类：一是壁葬、塔葬、室内葬等，将
骨灰长期安放于骨灰格位中的立体集
中葬式，单个格位尺寸小于80厘米

（宽）×40厘米（高）×60厘米（深）；二
是树葬、花坛葬、草坪葬等，骨灰安葬入
土后，地表保持平整原貌，种植树木、花
草等，墓碑小型化、微型化。三是家庭
成员合葬。合葬3具及以上家庭成员
骨灰，墓穴占地面积不超过0.8平方厘
米。四是生态葬。骨灰撒散、采用可降
解容器殓装骨灰后或骨灰直接深埋入
土等，不保留骨灰，不建墓基、墓碑，土
地可循环使用的安葬方式。五是土葬
公墓遗体单人墓和双人合葬墓占地分
别低于国家规定标准的节地型墓位。

符合相关条件的每位补贴对象补
贴金直接补助给家庭（亲属）或负责安
葬的社会机构或组织，若由公立供养
机构安葬的，不再予以补助。

安葬事宜经办人在公布范围内的
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为死者选定
节地生态葬墓位（格位）安葬骨灰30
日内，向死者户籍所在地街道（乡镇）
民政部门提出申请，填写《重庆市困难
群众节地生态安葬补贴申请表》。

乡镇（街道）民政和社会事务办受
理申请并审核无误后，将相关材料汇
总报送至死者户籍所在区县（自治县）
民政局核准后发放。

重庆实施困难群众节地生态安葬补贴
符合4种情况的可享补贴3000元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4月2
日，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和重庆高速
集团发布消息，今年清明小长假期间，
高速公路将继续执行7座以下（含 7
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

小长假期间，免费通行时间为4
月5日0时至4月7日24时。市民如
果自驾出行，请尽量避开4月5日8:00-
12:00出城车流高峰和7日15:00-
21:00返程车流高峰。

重庆高速集团预计，高速路日均
车流量较平时将增90%左右。其中，
车流 5 日、7 日会较大，6 日相对较
小。距主城60公里以内的高速公路
将是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此外，重庆
高速集团还公布了7处易拥堵路段、9
个车流量较大的收费站、10个易发生
交通事故的路段，提醒市民注意。

7处易拥堵路段

成渝高速上，西环-中梁山隧道-白
市驿路段；渝武高速上，北环-三溪口-
北碚隧道-草街路段；渝涪高速上，东
环-唐家沱-铁山坪隧道-鱼嘴路段；渝
黔高速上，南环-G75巴南-一品-綦江
路段；渝湘高速上，G65巴南-南环段；渝

遂高速上，铜梁东-云雾山隧道段；长
（寿）万（州）高速上，长寿湖-桃花段。

9个收费站车流量较大

根据以往节假日出行经验来看，
小长假期间，主城有9个收费站车流
量较大，可能出现拥堵现象：成渝高速
G85 九龙坡站、渝武高速G75 北碚
站、渝涪高速G50江北站、垫忠高速
G42牡丹源站、界（石）水（江）高速
G65巴南站、渝黔高速G75巴南站、
渝黔高速G75崇溪河站、綦江和G93
成渝环线沙坪坝站。

10个路段易发生交通事故

车流量增大，交通事故也可能相
应增多。据介绍，高速公路事故多发
路段主要集中在隧道，以下这些路段
极易发生事故：

成渝高速上的中梁山隧道、缙云
山隧道；渝武高速上的北碚隧道、西山
坪隧道；渝涪高速上的铁山坪隧道、晏
家-洛碛路段；渝黔高速上的一品-綦
江路段；界水高速上的龙凤山隧道、石
龙隧道；水（江）武（隆）高速上的白马
至武隆段隧道群。

高速路车流量预计将增90%
5日上午、7日下午起将迎车流高峰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清明小
长假期间，发往主城热点景区的部分
公交线路将延时收班。4月3日，重庆
交通开投集团下属公交集团两江公交
通报了这一消息。

重庆北站北广场延时线路：4月
4日、7日，245路(重庆北站北广场-
梨树湾）、622路(重庆北站北广场-
工职学院）、820 路(重庆北站北广
场-上江城）将延时至 22:30收班。
同时，夜班线路、机场快线将全力做
好重庆北站南北广场的夜间紧急疏
运准备，做到“火车未停运、公交不
收班”。

旅游踏青线路：4月5日-7日，发
往洪崖洞的111路(龙溪镇-小什字）、
151路(新城馨苑-小什字）、866路(五
里坪公交站场-小什字）将延时至
23:00收班。同时，发往磁器口、大剧
院、欢乐谷等景点的公交线路，在节日
期间将根据客流加大发班密度，随时
做好夜间延时准备。

祭祖线路：发往寺坪陵园的888
路，发往华夏陵园的644路(鸳鸯-新
科二路）、684路(渝航园-礼嘉）、878
路(轨道康庄-南山小区）将根据实时
客流情况，加大发班密度、更换车型，
以及时疏运客流。

发往主城热点景区部分公交线路将延时收班

[我们的节日· ]

为深入贯彻落实总行、重庆市银保
监局关于案件警示教育活动的决策部
署，3月28日，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
行组织召开了案件警示教育活动部署
大会。会上，分行党委书记马焱强调，
要通过案件警示教育活动切实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切实扎进制度笼子，加强权力制
约与监督，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精心安排部署，真正做到“找出病灶、弄
清事实、解决问题、防患未然”，着力提
升分行案防合规管理水平，促进分行各

项业务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精心布置 活动没有“局外人”

为扎实推进案件警示教育活动，该
行结合年度案防重点工作，研究制定了
《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案件警示教育
活动工作方案》，成立了案件警示教育活
动领导小组，明确了活动目标、组织领导
和活动安排，为警示教育活动把向定舵。
在此基础上，细化制定了《中国进出口银
行重庆分行案件警示教育活动实施方案》

和《案件警示教育活动实施安排表》，明确
了各阶段的学习内容和阶段重点，细化了
具体分工，在责任落实上实现了一把手负
总责、分管行领导牵头负责、处室负责人
统筹推进的落实机制，确保案件警示教育
活动没有“旁观者”、没有“局外人”，每一
名干部员工都是“责任人”。

统筹谋划 打好活动“组合拳”

在案件警示教育活动谋划推动上，
该行注重统筹结合，着重围绕动员部

署、学习教育、自查自纠、总结提高四个
阶段组织实施，共涉及 18 项具体内
容。在学习教育方面，组织全体干部员
工结合案防监管要求及行内制度规定、
《刑法》相关规定以及总行廉洁从业相
关规定，开展为期1个月的学习讨论；
在学习频次方面，每月组织一次集中学
习，每季度组织观看廉政教育影片，每
双月印发警示案例，每单月宣传纪检监
察工作知识，每周通过短信进行警示提
醒，做到“周周有提醒、月月有活动”；在
活动方式方面，丰富活动形式，组织开

展案防知识测试、警示教育课、参观警
示教育基地等系列活动，并在分行范围
内首次组织开展警示教育演讲比赛，引
导全体从业人员时刻保持廉洁自律，合
规从业；在指标量化方面，从严把控，全
体员工观看案件警示教育片按小时考
核，案防知识测试必须考核参与率等。

突出重点“解剖麻雀”见实效

该行在案件警示教育活动中既注
重与日常业务检查相结合，对项目准

入、业务审批、贷款发放、合作机构及交
易对手选择、经费使用、项目招标、大宗
采购等案件易发多发领域加大排查力
度；同时又聚焦案件风险易发环节、关
键岗位，“解剖麻雀”，认真剖析和梳理
内控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进一步优
化流程，明确职责权限和管理要求，真
正围绕风险点建章立制，引导从业人员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以案为鉴、以
案代训、以案促改，根植守法合规文化，
构建“亲”“清”银企关系。

“人生当如茶，清廉胜浮华。”廉政
建设永远在路上，大家纷纷表示要将此
次警示教育的学习贯彻到日常工作中
去，做到思想和行动上始终坚持高线、
守住底线，在工作和生活中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永葆廉洁本色。

渝轩

知敬畏 存戒惧 守底线

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开展案件警示教育活动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开展案件警示教育活动

▶4 月 3 日，渝
中区在湖广会馆禹
王宫举行一年一度
的纪念大禹、祭奉先
祖、祈福平安的禹王
公祭活动。
记者 魏中元 摄

▲4月3日，垫江县烈士陵园，98岁的老红军渠吉堂与20余
名青年党员民警祭英烈，忆往昔。

首席记者 谢智强 摄

▲4 月 3 日，磁
器口后街公园内，市
民一边品茶一边欣
赏诗词朗诵，感受文
化气息。
记者 齐岚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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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桂山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永川区红旗小学
500多名师生向英烈鞠躬、默哀、献花，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
绩。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