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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筑牢安全根基 构筑美好人居
为贯彻落实碧桂园集团“安全第

一、以人为本”的安全生产方针，增强
全体员工安全生产意识，实现安全生
产长期目标，6月，重庆碧桂园围绕第
19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开展了“建造
新人居、安全生产月”活动。

重庆碧桂园各项目在每日晨会制度、
应急演练风险管控、安全责任制专项交底、
设施设备隐患排查等方面，多管齐下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强化风险防控能力。

建立安全晨会管理制度

安全生产是一项长期的、持之以恒
的工作。重庆碧桂园建立每日安全晨

会管理制度，每日晨会内容要求贴近近
期工作，以当日安全生产为重点，在仪
态仪表、晨会设备、沟通交流、表扬机制
等方面落实相关安全措施。

据了解，重庆碧桂园晨会制度要求
严格：第一，以项目经理为晨会组长，形
成上下管理参与责任人机制；第二，参
与人员需仪容整洁，安全帽等装备穿戴
到位；第三，组长配备扩音器对作业区
域危险源作出提醒及防范措施；第四，
晨会每日10分钟定时安全交流，提升
施工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储备；第五，会
议引入表扬机制，通报班组安全生产情
况形成相互监督共同进步的氛围。

强化应急演练风险管控

为强化应急安全管理能力，包括
石柱天麓府项目、碧桂园黔江项目在
内的各项目还通过多种手段、多种途
径、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应急救援知识
的培训与演练，重点演练建筑起重机
械防台风、高处坠落救援等，做到全员
参与，强化应急意识、完善应急预案，
提升一线作业人员处置突发事件能力

和应急管理水平。
此外，各项目部还制定了专项、综

合应急预案，进一步提高全员防灾避
险和应急处置能力。

落实安全生产专项交底

为确定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避免
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重庆碧桂园执
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在项目营造

“安全管理、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

针对施工特点，各项目实施安全
责任制专项交底，督促安全责任制及
管理架构上墙公示，对安全责任制逐
层交底，明确各级管理人员安全职责，
落实安全责任。

拉网式全覆盖设备排查

“时刻准备、有备无患。”在设备管理
上，通过制定、梳理防风险清单，开展场
地、设备安全检查等方式，对大型设备进

行拉网式排查，从“机制、队伍、监管”三
个重点入手，扎实推进安全设备管理。

机制上，确保设备安全管理制度
是否完善；队伍上，排查起重机械设备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以及相关
资料是否有效且人证合一；监管上，检
查起重机械设备的主要受力结构件、
主要零部件、安全保护和防护装置是
否合格有效等。

“安全和质量是我们发展的基石
和生命线”是重庆碧桂园始终强调并
坚持的生产原则。对于重庆碧桂园来
说，安全生产既是底线，也是不懈的实
际行动。 方媛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6月23
日，在端午佳节即将来临之际，重庆龙
溪河（垫江）首届龙舟赛在垫江县高安
镇鸣枪开赛。

比赛分为预赛、复赛、半决赛、决
赛四个赛程，每场比赛分赛道进行
200米竞速比拼。

上午9点40分，随着主持人宣布

比赛开始，各支参赛队伍随着裁判员
的发号施令，铆足了劲儿往终点冲
刺。一时间龙溪河上鼓声震天，船桨
翻飞，水花四溅，引来两岸群众鼓劲、
叫好声不断。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比
拼，21只参赛队伍中，最终决出一等
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垫江县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地河

流、湖泊众多，具备办龙舟赛的良好条
件，此次赛事的举办不仅充分展示了
垫江县的风土人情、秀美山川，也满足
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

近年来，垫江县依托龙溪河、明
月山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大力发
展文化旅游体育事业，成功举办了

牡丹文化旅游节、首届“山城手表”
重庆垫江半程马拉松、龙溪河垂钓
节等多项文体赛事。接下来，该县
将通过龙舟赛事，助推龙溪河流域
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促进明
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建设，全力将
垫江打造成农文旅融合的国家康养
文化旅游集聚区。

龙舟竞渡迎端午龙舟竞渡迎端午
重庆龙溪河重庆龙溪河（（垫江垫江））首届龙舟赛举行首届龙舟赛举行

□本报记者 黄光红

随着端午节即将来临，粽子也成
为了消费市场的“主角”。连日来，重
庆日报记者调查发现，相较于往年，今
年的端午节消费市场更具“新意”。

一方面，今年不少餐饮企业纷纷
卖起了粽子，粽子市场上的商家又多
了“新面孔”；另一方面，为争取市场，
各路商家使出了浑身解数吸引消费
者。粽子市场上，各种新奇口味的粽
子随处可见，降价、送优惠券等促销优

惠持续不断。
往年，每到端午节前夕，重庆粽子

市场上的卖家，主要是传统的食品企
业、超市和蛋糕店等。不过今年，不少
餐饮企业也来“凑热闹”。

譬如，菜香源推出了特色粽子礼
盒，内装粽子、土蜂蜜、咸蛋、消暑茶和
艾草香包等；杨记隆府以高山阴米为

主要原材料，推出了杨记阴米小小粽。
除了餐饮企业也来卖粽子外，今

年重庆的粽子市场还有另一个亮点。
重庆日报记者在家乐福江北金观

音店、永辉生活广场店、新世纪超市南
桥寺店、盒马重庆财富中心店及部分
餐饮企业了解到，市场上除了有蜜枣
粽、豆沙粽、清水粽、肉粽和蛋黄粽等

传统口味的粽子外，还有很多新奇口
味的粽子。

如，五芳斋粽子，有小龙虾粽、松
茸鸡肉粽、黑松露排骨粽等口味；周师
兄火锅的粽子，有椒麻鸡、招牌鲜肉粽
等口味；杨记隆府的粽子，有椒麻鸡
粽、红糖腰豆粽、鲜椒玉米粽、卤肉粽
等口味。

在用新奇口味吸引消费者的同
时，各路商家也展开了促销大战抢
客。尤其在超市，各大品牌粽子的打
折促销优惠随处可见。

今年端午消费市场有“新意”

本报讯 （记者 张莎）6月 23
日，我市各地举办各具特色的“我们的
节日端午”主题活动，人们在节日中品
味传统文化。

为让少数民族同胞体验传统民俗
的魅力，共同欢度端午佳节，重庆高新
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主办“粽
香话端午 共叙团结情”活动，吸引了
不少少数民族同胞前来参与。粽叶的
清香、糯米的软糯、蜜枣的甜美，象征
着和谐融洽的民族情谊，活动现场其

乐融融，充满欢乐的笑声。
“以前只是吃过粽子，没想到包粽

子既有难度、也充满乐趣。”说话的小
伙子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目前在
虎溪街道一家餐馆工作。他对包粽子
很感兴趣，跟着社区阿姨有模有样地
学起来。

端午不忘身边好人，为树立“好人
有好报”的价值导向，大渡口区新山村
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志愿者，
对辖区的“重庆好人”陈光孝、“爱心大
使”田贵兰等身边好人进行了走访慰
问，把包好的粽子送到他们手里，为他
们送去节日的问候和祝福。陈光孝坚

持义务为10余名社区高龄独居老人
送餐近10年，他说，自己要继续发挥
榜样示范作用，传播社会文明正能量。

在巴南区接龙镇，44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参与2020年端午节“志智双扶”
活动。“父老乡亲听我谈，扶贫政策来宣
传。帮扶队伍责任大，绣花功夫书精
准……”活动现场，志愿者为大家送上
了脱贫儿歌和扶贫歌曲。“幸福是奋斗
出来的，我们要杜绝‘等、靠、要’思想，
一起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村民们说。

我市各地举办特色活动庆祝端午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市内
游、近郊游，预计将成为端午节出行热
门。6月23日，来自重庆高速集团消
息称，端午节小长假，预计我市高速公
路最高日车流量将超过108万辆次，
日均车流量约98万辆次。

6月25日09∶00-14∶00和14∶00-
19∶00为车辆出城高峰，6月27日14∶00-
21∶00为车辆返城高峰。

值得提醒的是，因G65渝湘高速
出城方向桃花源至黑水段K1898处
施工，黔江南、濯水、阿蓬江收费站入
口对危化品及对三轴及以上货车限制
通行；黑水收费站往湖南方向禁止所

有车辆通行，进城方向可通行；桃花源
收费站往重庆方向禁止所有车辆通
行，出城方向可通行；大观服务区因封
闭施工暂停使用。

此外，G5021石渝高速涪丰石高

速高家至石柱西段、G75渝武高速合
川B收费站等路段因施工实施交通管
制。

重庆高速集团提醒，目前正值汛
期，如遇恶劣天气，要及时调整出行计
划，尽量避免在雨、雾、雪天气下驾车
出行，驾车通过急弯陡坡、长下坡路段
及湿滑路段要严格控制车速，切不可
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防止发生侧滑。

市内游近郊游预计将成出行热门

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 （记者
温馨）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3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说，中印两国边防部队于6
月22日在边境地区举行了第二次军长
级会谈，这也是6月15日加勒万河谷
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军长级会谈。

赵立坚说，此次会谈的举行，表明

中印双方希望通过对话磋商妥处分歧、
管控事态、缓和局势。会谈期间，双方
在第一次军长级会谈共识基础上，就当
前边境管控中的突出问题坦率深入地
交换了意见，同意采取必要措施，推动
事态降温。双方还同意将保持对话，共
同致力于促进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外交部：

中印边防部队举行军长级会谈
同意推动事态降温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6月23
日，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近期，为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
进一步提升版权执法监管效能，加大渝
版图书版权保护力度，市版权局、市文
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首次联合发
布重点渝版图书版权保护预警名单。

据介绍，本次发布的2020年第一
批重点渝版图书版权保护预警名单，包
括91套重点渝版图书，预警信息涉及
图书名称、权利主体、保护期限、图书特
征以及维权方式等内容。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入选预警名

单的渝版图书，有《列宁画传：列宁诞辰
150周年纪念版》《中华史纲》《饥饿的
盛世》《昆虫之美：勐海寻虫记》《重庆宝
贝·美食》《医学之书》等。这些精品渝
版图书广受关注和好评。如《昆虫之
美：勐海寻虫记》曾入选2019年12月

“中国好书”榜单。
据了解，市版权局对全市印刷、发

行企业发出版权预警提示，并要求各区
县线上线下联动响应，是为了共同加大
渝版图书版权保护力度，规范图书市场
管理秩序。对于未经授权非法传播、盗
印翻印版权保护预警重点图书的，将依
法从严从快予以查处。

重点渝版图书版权保护预警名单发布

□本报记者 汤艳娟

6月4日，位于渝中区化龙桥街道
嘉陵新路的江畔寻花咖啡馆内，由渝中
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投放的“图书
漂流站”正式投入使用。前来这一“网
红”地打卡的外地游客欣喜不已，纷纷
从“图书漂流站”借阅着喜爱的书籍。

“像建设‘图书漂流站’这样，我们
正推动文旅全要素‘跨界’联动。”渝中
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何俊生
介绍，当前，该区依托渝中区图书馆主
平台聚合“文物+景区+酒店+旅运”四
要素开辟公共阅读新空间，打通了“书”
与“人”的最后一公里。

让书籍流动起来

6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在江畔
寻花咖啡馆看到，这里新投放的“图书
漂流站”设有4个阅读书架，款式设计
与咖啡馆的装修风格相得益彰。书架
里面摆放了文学、艺术、旅游等年轻群
体喜爱的书籍。

“我们的‘图书漂流站’就是一种好
书共享模式，没有借书证，不需付押金，
也没有借阅期限。”渝中区图书馆副馆
长谭莉介绍，这里的书任何人可取走阅
读，读完后只需放回公共场所，或将其

“漂”到下一位爱书人手中。
为了方便读者就近阅读书籍，渝中

区依托“文物+景区+酒店+旅运”四要
素“跨界”联动，将图书漂流站设立在商
务楼宇、酒店大堂、景区、汽车站……截
至目前，渝中区已建设了18个“图书漂
流站”，配备了图书6300余册，已有近
1000册次漂流借阅记录，深受广大读
者的好评。

打造10分钟阅读圈

在渝中区鹅岭正街1号的“米城市
人文民宿”大堂，有一个24小时城市书
房——渝中区图书馆的米民宿分馆，这
里不仅藏有2000余册种类丰富的图书，

还设有自助借阅设备及寻声朗读亭。
而紧挨着热门景点周公馆打造的

曾家岩书院内，于2018年设立的渝中
区图书馆曾家岩分馆也人气火爆，凭借
古朴雅致的氛围引来络绎不绝的打卡
游客。一到周末，这里的日均阅读者不
下2000人次。来自江北区涂小娟感慨
说：“我已经是第三次和朋友来这里看
书了。”

在这样的图书馆分馆借书，手续非
常方便：市民及游客可凭身份证免费办
理借阅手续，持重庆公共图书馆一卡通
借阅证的读者，还可凭证享受在主城公
共图书馆之间的通借通还。

“截至目前，我们已建设了6个文
化中心直属图书馆分馆及14个社会单
位合作分馆。我们要让走进渝中的爱
书人，10分钟内就能找到有书看的地
方。”谭莉说：“我们依托民宿、景点打造
这样的图书馆分馆，弥补了公共图书馆
布局有限的缺陷。”

延展阅读空间

2019年8月，渝中区又开辟了新
型电子阅读的渠道——上线渝中区图
书馆在线阅读小程序，让全民阅读在手
机平台上得到延展。

“每年，渝中区拨出专项经费，用于
在线上精选读者喜爱的书籍。”渝中区
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在这个平台，读
者可免费畅享7000多种音视频资源、
92000余册期刊、270000余册电子书。

在这个小程序上，渝中区会不定期
推出主题书单为读者推荐精选资源，还
会结合各种节日开展各种阅读打卡、答
题闯关活动等。今年疫情闭馆期间，该
平台就第一时间推出了“知识战‘疫’”
阅读打卡活动。

自渝中区图书馆在线阅读小程序
上线以来，已吸引6万余名读者注册，
共有超过9万余人登录渝中区数字阅
读平台，资源访问量达150万次，很好
地发挥了图书馆的公益性作用。

渝中区推动文旅全要素“跨界”联动——

“漂流站”让图书动起来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6月2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高新区管委
会获悉，《重庆高新区环境影响评价审
批制度改革实施意见（试行）》（下称

《实施意见》）将于7月1日起实施，将
通过对71类污染物排放量极小、环境

风险极低、环境影响极小的建设项目
实行豁免管理等5大创新举措，提高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效率，为企业省时
省钱，助力打造重庆高新区高水平营
商环境示范区。

高新区生态环境局局长陈小龙介
绍，《实施意见》明确以高新区直管园
313.5平方公里全域为单元编制区域环
评和区域水土保持方案，以环境承载力
为基础，落实生态保护红线、资源利用
上线和环境质量底线（“三线一单”）的
管控要求，明确总量控制限值，制定环
境准入清单。

《实施意见》创新将水土保持方案、
入河（湖、库）排污口设置论证等相近事
项进行融合审批，实行“三审合一”、并
联审批，单个项目可节省审批时限
10～15个工作日，节约前期费用10万
元。此外，高新区将产业园区内制造
业、社会服务业等18类部分环境影响
可控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简化为环
境影响报告表，单个建设项目可节省审
批时间10～20个工作日。

《实施意见》还明确在建设单位承
诺其污染防治措施、污染物排放种类、
浓度、总量等满足环境影响评价要求前

提下，排污许可与环境影响评价统一受
理和审批，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其批
复文件中与污染物排放相关的主要内
容纳入排污许可中，将排污许可重点内
容纳入事中事后监管。

《实施意见》创新实行差别化的
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方式，对 71类污
染物排放量极小、环境风险极低、环
境影响极小的建设项目实行豁免管
理。具体来讲，对污染物排放量大、
环境风险高、环境敏感的生物医药、
装备制造等重点建设项目提前介入
服务，实施重点管理；对污染物排放
量小、环境风险小、环境影响较小的
机械加工、卫生服务等建设项目，实
施简化管理；对 71类污染物排放量
很小、环境风险低、环境影响很小的
基础设施、社会服务、交通运输等建
设项目实行豁免管理。

重庆高新区推进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制度改革

5大创新举措为企业省时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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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墨西哥城 6 月 23 日电
（记者 吴昊）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23
日发生7.5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报告。

墨西哥国家地震局发布消息说，地

震发生在当地时间 23日 10时 29分
（北京时间23时29分），震中位于瓦哈
卡州克鲁塞西塔以南23公里处，震源
深度5公里。首都墨西哥城响起地震
警报，全国多地有明显震感。

墨西哥南部发生7.5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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