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李珩）4月3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
局获悉，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
印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我市将对学
校、托幼机构、校外培训机构教室（教学
场所）的采光和照明以“双随机”方式进
行抽检。

按照《方案》要求，执法人员将对托
幼机构儿童活动室的直接天然采光、采
光系数、窗地面积比及照度标准值等情
况进行抽检。抽检以县（区）为单位，对
辖区内持有办园许可证托幼机构总数
的至少5%进行抽检，但最低不少于5
所。

对校外培训机构，将参照《中小学

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中小学
校设计规范》，对校外培训机构教室（教
学场所）采光方向、采光系数、窗地面积
比、防眩光措施、室内表面反射比及装
设人工照明、课桌面照度、黑板照度、照
明功率密度等情况进行抽检。抽检同
样以县（区）为单位，对辖区内持有办学
许可证校外培训机构总数的至少5%

进行抽检，但最低不少于5所。学校教
室的采光和照明则是抽检。

“总体来说，重庆学校的教室采光
情况较好。”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去年，我市就对735所
学校的教学环境卫生状况进行了检查，
结果显示，课桌椅配备符合卫生要求的
学校数占58.8%，教室采光符合卫生要
求的学校占75.1%，黑板照度符合卫生
要求的学校占53.7%，教室人均面积符
合卫生要求的学校占77.0%，学生宿舍
人均面积符合卫生要求的学校占
51.3%，教室、学生宿舍通风符合卫生
要求的学校占98.5%。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重庆将随机抽查教室采光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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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讯员
李诗韵）4月2日，南岸区江南水岸公租
房一组团，租户开始“刷脸”进入小区，
这是全市首个投用的公租房小区人脸
识别门禁系统。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江南水
岸公租房小区内的每一栋单元门前都
已安装了高清识别摄像头，系统掌握小
区居住人群。同时，对多次出现、未录
入租户系统的人，系统还将提醒物业人
员现场跟进，保障居民的人身财产安
全，推动社区管理智能化和精细化。

“它是通过面部的点位和我们后台
大数据的分析来实现人脸开门技术的，

识别率在95%以上，即使有业主化了妆
或者戴了眼镜，也都可以很快地识别。”
江南水岸小区物业经理介绍，人脸识别
系统还会对进出小区的人员进行图像
抓拍和尾随预警，提高小区的安全性。

此外，人脸识别系统收集的数据，
在对承租人进出和房屋是否闲置等情
况进行分析的同时，还能对公租房小区
内孤老人员、精神残疾或需要监护居住
的人员等进行特殊照顾。通过系统的
开门记录数据，物业公司可以了解特殊
人群近期出入小区情况。预计到今年
底，人脸识别系统将覆盖整个江南水岸
公租房，涉及6-8万居民。

重庆首个公租房人脸识别门禁系统投用

本报讯 （记者 王翔）4月3日上
午，重庆日报记者从2019中国体彩·重
庆铁山坪森林国际半程马拉松赛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以“跑步‘森’呼吸”为主
题的国际马拉松赛事——重庆铁山坪
森林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将于4月 27
日，在江北区铁山坪森林公园火热开
跑。

铁山坪森林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已
成功举办了三届。此次赛事将延续往
届赛事的路线，贯穿整个森林公园，选
手将从铁山坪森林公园游客中心出发，

途经花田觅香、露营基地、铁山坪步道、
禅意园等铁山坪知名景点。

本次赛事，注重全民参与。赛事总
规模为 5000 人，其中半程马拉松
（21.0975公里）2000人，迷你马拉松大
众组（5.8公里）1800人，迷你马拉松家
庭组（5.8 公里）1200人。设置最高奖
金8000元。

目前，赛事已经开始报名，报名时
间截至4月19日，有兴趣的跑者可以
通过千君智行体育微信公众号、我要赛
等平台进行报名。

铁山坪国际半马4月27日开跑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4月3日
下午，由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师生参
与编写的《钓鱼城文丛（第三辑）》举行
首发式。当日，该院还向合川区图书馆
和全区“农家书屋”赠送了1000余套
《钓鱼城文丛》。

《钓鱼城文丛》是重庆邮电大学移
通学院创意写作学院依托自身专业优
势，立足巴渝文化、合川本土文化，以培
养学生写作能力、沟通能力、认识与研
究问题的能力为目标的特色写作项
目。《钓鱼城文丛》项目自2014年10月
启动以来，共有3000多名学生参与，
20余位作家、教师、专家学者担任指导
老师。项目组以合川为圆心，足迹遍布
重庆三十多个区、县、古镇、古村，最终
以每年10本书的成果，形成了《钓鱼城
文丛》。

此次首发的《钓鱼城文丛（第三
辑）》共有10本书籍，分别是《雪泥鸿

爪》《行走在山水间的江湖》《古诗中的
巴山渝水》《巴渝印记》《巴山夜雨》《铁
马金戈》《我生君已老》《千秋合川》《镜
中重庆》和《庄稼的诱惑》。

从《钓鱼城文丛》第一辑的10本书
到现在第三辑上市，30本书各具特色。

“创意写作”是重庆邮电大学移
通学院的特色教育项目。不同于传
统作家的是，该学院开设的“创意写
作”课程是针对每一个学院学生，以
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增强学生的思
维能力、培养学生表达能力为责任和
使命。《钓鱼城文丛》的撰写、编辑和
出版就是其落地方式之一。参加项
目写作的学生多数在进入项目组之
前，几乎没有专业写作基础。在编写
《钓鱼城文丛》的三年里，学子们行走
在巴山渝水之间,将自己的见闻和感
触转化为笔尖文字,记录着巴渝土地
上的文化。

记录巴渝文化

《钓鱼城文丛（第三辑）》首发

海棠花开游客来

连日来，大足区棠香街道惜字阁村
的海棠园内，前来赏花、游玩的客人逐
渐增多。大足区素有“海棠香国”美誉，
该村借此优势，深挖海棠文化，实施农旅
结合发展模式振兴乡村，已建成 150 亩
连片海棠园。随着春来气暖，园内9个
北美品种海棠相继盛开，白、粉、红、紫等
不同颜色海棠花吸引了众多市民前往观
赏，体验乡村旅游。

通讯员 黄舒 摄

加大基本丧葬费补助
去年全年9636名群众受益

为了让困难家庭“逝有所安”，
2010年1月1日起，我市实行了对城
乡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给予政府补助
的惠民政策。只要具有我市常住户
籍、死亡后实行火葬的城乡低保对象、
城镇“三无”人员、农村五保对象（现统
称为城乡特困人员）和重点优抚对象，
均可享受基本丧葬费补助（依据相关
政策已由福利机构或社保机构负担其
丧葬事宜的及能够在工伤保险基金或
有关赔付内领取丧葬费用的除外），具
体补助金额最高可达1500元。

其中，补助的项目包括普通殡葬
专用车遗体接运费、3天内普通冷藏
（冻）柜遗体存放费、遗体接运专用尸
袋费、普通火化设备遗体火化费、一个
价值200元以内的骨灰盒5项，费用总
金额在1500元限额以内，按实际发生
额免收费；超过1500元限额的，其超
出部分由丧事承办人自行承担。

为了进一步扩大惠民政策服务范
围，该基本丧葬费用补助政策在2016
年再次提升。按照《关于免除人体器
官捐献人基本丧葬费用的通知》，自
2016年5月1日起，全市行政区域内
自愿、无偿捐献人体器官、角膜的捐献
人，符合条件的捐献人也可以享受
1500元以内的丧葬服务补贴。

据了解，去年我市全面落实惠民
殡葬政策，减轻群众丧葬负担，共为
9636名困难群众免除基本丧葬服务费
1411万元。

“96000”热线倾情服务
减轻群众丧葬负担约6000万元

殡葬服务信息不对称、群众办理
丧事不方便、殡葬服务透明度不高、殡
葬服务价格虚高等问题，过去常常引
起群众热议。自2015年1月1日我市

“96000”殡葬服务热线正式开通以来，
这些情况得到很大改善。

市民拨打热线，可享受殡葬业务
办理、举报投诉受理、政策信息查询、
悲伤抚慰等服务（目前业务办理、悲伤
抚慰功能仅限主城区，其他功能覆盖
全市）。同时，凡通过拨打“96000”殡
葬服务热线办理殡葬业务（在主城区
合法殡葬服务机构治丧或火化），在主
城区内使用普通殡仪车接运遗体的，
可免除首次遗体运输费。

丧事承办人在拨打“96000”殡葬
服务热线联系业务办理事宜之后，由
热线转接主城区合法殡葬服务单位并
成功办理遗体运输服务，丧事承办人
只需填写《殡葬服务热线普通殡仪车
接运费减免申报表》，遗体运输费的免
除就将由提供遗体接运服务的殡葬服
务单位直接办理。

据了解，重庆“96000”殡葬服务热
线去年全年共计接听电话20084个，
其中业务办理 12259 个，同比增长
5%，为约200名失亲者提供了悲伤抚

慰服务，为1.2万余名丧亲家属免除首
次遗体接运费270余万元，为群众节
约丧葬负担约6000万元。

倡导节地生态安葬
最高可享3000元补贴

为了进一步全面推进绿色生态殡
葬建设，保障群众基本安葬需求，去年
年底，我市制定印发了《重庆市困难群
众节地生态安葬补贴实施办法》的通
知，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据了解，节地生态安葬是指遗体
火化后，通过海葬、树葬、花坛(草坪)葬
等方式进行撒散、深埋，达到不作任何
标记、不留坟头、不占地或少占地处理
骨灰目的的安葬方法。

从今年起，具有我市常住户籍的
孤儿、城乡低保对象、城乡特困人员和
生活困难的优抚对象，死亡后实行火

葬的，其骨灰（属土葬改革区的死亡后
其遗体）在本市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
墓选择节地生态安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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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留坟头的均可享受此政
策。每位补贴对象可享受节地生态安
葬补贴3000元。

“该新政的实施进一步扩大了惠
民殡葬影响，不但保障了困难群众的
基本丧葬权益，体现社会服务均等化，
为困难家庭多添了一道保障，同时也
将有利于移风易俗，促进生态文明建
设。”重庆市殡葬事业管理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

李耀辉
图片由重庆市殡葬事业管理中心提供

文明迎清明 我市惠民殡葬切实减轻群众负担

万盛经开区
推出惠民殡葬新
标准

从2019年1月1
日起，万盛经开区实
施遗体接运惠民补助
切实减轻群众丧葬负
担。凡具有万盛经开
区户籍的居民，使用
普通殡仪专用车接运
遗体的，给予600元/
具接运费补助，超出
范围由家庭（亲属）或
负责安葬的单位承
担。

巴南区
实施“殡葬四项基
本服务费”减免

从 2010 年 1 月
27日起，巴南区实施
了惠及全体城乡居民
的“殡葬四项基本服
务费”惠民殡葬政
策。凡是具有巴南区
常住户籍、死亡后实
行火葬的城乡低保对
象、城镇“三无”人员、
农村五保对象和生活
困难的重点优抚对象
等对象，免除遗体火化费、遗体
接运费、遗体存放费、骨灰寄存
费4项费用。

丰都县
着力完善设施，提升管理
服务水平

去年以来，丰都县共计筹集
资金1120万元，加快推进殡仪
馆殡仪服务、遗体火化、骨灰存
放等殡葬设施建设；建成投用凤
凰陵园公益性公墓一期工程
6000个墓位；加快推进乡镇殡仪
服务站和农村公益性公墓、集中
安葬点规划建设力度。

清明节临近，不少群众

的目光除了集中在祭扫缅怀

上，还关注着惠民殡葬的相

关政策。近年来，为进一步

深化殡葬改革工作，树立良

好的殡葬习俗，我市殡葬管

理部门大力实施惠民殡葬

“两补一免”，切实减轻广大

群众在丧葬方面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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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00”殡葬服务热线工作人员接听群众来电咨询

本报讯 （记者 白麟）4月2日，
重庆三峡水务公司举行环保开放日。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近年来，
我市城市污水处理厂陆续实施提标改
造，目前主城及区县城市污水处理厂的
出水水质，已从国家排放标准一级B标
升级为一级A标。

一级A标与一级B标有什么区别？
在环保开放日现场，市民代表们仔细观
察了污水处理各环节的水样。仅凭肉眼
来分别，一级B标水样中还能见到一些

细小的悬浮物和杂质，而一级A标水样
十分清澈透亮，肉眼看不出任何杂质，甚
至与自来水也没有明显区别了。

三峡水务技术部门人士介绍，在污
水处理的有机污染物、悬浮物、氮磷、大
肠杆菌等相关指标上，一级A标出水
水质要求明显严于一级B标。按照自
然水体分类要求和纳污能力强弱，出水
排入重点流域的部分污水处理厂要求
执行一级A标，这属于对水环境控制
较严的地区执行的标准。而我市主城

和区县城市污水处理厂，目前已达到这
一标准。

这一标准是如何达到的？在九曲
河污水处理厂，记者看到了该厂提标改
造工程新增设的V型滤池，污水在经
过格栅、初沉、生化反应池、二次沉淀等
工序后就会进入这个工艺环节。在V
型滤池底部有1米多厚的石英砂等过
滤材料，污水会从上往下分层过滤，除
去肉眼可见的绝大部分悬浮杂质和部
分胶体物质，净化效果进一步提升。

三峡水务以及母公司水务集团的
各个城市污水处理厂，目前均采用了提
升排放标准的技术和设施，除V型滤
池外，还包括滤布滤池、高密度沉淀池
等。水质提升后的出水可用于污水处
理厂厂区回用水，还可供给市政绿化和
道路清洒。经脱水后的污泥可用于园
林营养土、建筑材料等，实现了资源的
再利用。未来，我市的污水处理系统还
将进一步提升技术含量和处理能力，保
障生态环境和市民用水安全。

重庆城市污水处理出水水质升级
达一级A标，可用于市政绿化和道路清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