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进一步生动、形象地宣传
好我市各相关部门在生态文明建设
中所取得的成就，重庆日报、重庆市
生态环境局、重庆市林业局、北碚区
委宣传部决定，联合举办“绿水青山
看重庆”——重庆市第五届生态文
明建设新闻摄影大赛。

一、征稿时间

即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

二、征稿内容

围绕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
障，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主题，

记录我市各行业、各地区在生态文
明建设方面的进程，反映我市在生
态保护修复方面取得的成果和城乡
居民绿色生活的摄影作品均可参
赛。

三、征稿要求

（一）参赛作品必须是2020年以
来拍摄的。参赛作品需有标题、文
字说明、作者姓名及通讯地址、联系
电话。

（二）作品只可作简单的明暗、
对比度、饱和度、反差等调整，拒绝
除接片外的电脑合成照片参赛。

（三）参赛作品为JPEG格式，文

件 2MB 左右，像素不低于 1000 万，
组照5—8幅。

（四）本次大赛不收参赛费，获
奖作品和报纸刊登、新媒体选用的
作品，主办单位有权在画册、展览以
及其他相关宣传活动中使用（商业
广告除外），并不再支付稿酬，作者
享有署名权。

（五）投稿者应保证其为所投送
作品的作者，保证所投送的作品不
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肖像权、
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
益。作品涉及的著作权、肖像权和
名誉权等法律问题，由投稿者自行
负责解决并承担责任，主办方不承

担由此所产生的法律责任。
（六）本征稿启事解释权属于主

办单位。

四、奖项设置

一等奖：二名 奖励现金 5000
元+获奖证书

二等奖：三名 奖励现金 3000
元+获奖证书

三等奖：五名 奖励现金 1000
元+获奖证书

优秀奖：十名 奖励现金 500
元+获奖证书

入围奖：三十名 奖励现金200
元+获奖证书

五、评选方式

（一）大赛设月评和总评，每月进
行一次评选，由评委选出20—30幅作
品供媒体使用并进入大赛总评选。

（二）大赛设评委会，截稿后即
组织评选。评委由主办单位相关负
责人和重庆市摄影界专家担任。获
奖名单和部分获奖作品将在《重庆
日报》上刊登。

六、投稿邮箱：cqrb_imag-
es@vip.163.com

联系电话：63907227

绿水青山看重庆
重庆市第五届生态文明建设新闻摄影大赛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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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3月30日发布的《重庆市
住房公积金2020年年度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显示，2020年，全市住房公积
金 缴 存 额 475.5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73%；职工提取公积金346.27亿元，
增长7.33%。

公积金缴存方面，去年全市实缴单
位42221家、实缴职工273.86万人，分
别增长6.96%、2.50%。据介绍，为减少
疫情影响，我市在公积金管理方面积极
为企业纾困解难。以实施阶段性缓缴、
降低缴存比例等支持政策为例，截至
2020年6月，1791家企业申请阶段性缓
缴，涉及职工28.22万人，累计缓缴公积
金金额近15亿元；576家企业申请降低
缴存比例，涉及职工2.67万人，累计减
少金额1492.82万元。

公积金提取方面，2020年，94.00万
缴存职工提取公积金346.27亿元，分别
增长4.58%、7.33%，提取额占当年缴存
额的72.81%，其中，住房消费类提取金
额占比达到82.17%。

为加大职工住房消费支持力度，

我市改进公积金提取政策，一方面，提
高租房提取金额标准。2020年，中心
城区缴存职工每人每月提取金额由
900元提高至1200元，其他区县缴存
职工每人每月提取金额由600元提高
至 900 元，租房提取金额同比增长
54.89%，在所有提取类型中增速最
快。另一方面，我市进一步扩大住房
消费类提取范围。2020年12月，将支
付城镇老旧小区自住住房加装电梯费
用纳入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

数据显示，我市越来越多的中低
收 入 职 工 从 公 积 金 制 度 中 受 益 。
2020年，市公积金中心发放个贷6.95
万笔 270.11 亿元（含贴息贷款 1.42 万
笔 56.47 亿 元），分别增长 12.64%、
14.40%。《报告》还显示，去年我市职
工贷款笔数中，中小户型占 96.49%，
40 岁及以下职工占 82.29%，中低收
入 职 工 占 比 达 到 99.82% 。 此 外 ，
2020 年使用公积金贷款的 6.95 万户
职工共节约贷款利息支出 88.60 亿
元，贷款职工户均可节约利息支出
12.75万元。

2020年重庆住房公积金“账本”出炉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3月29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2021永川马拉松
暨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半程马拉松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2021永川马拉松暨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半程马拉松赛将
于4月3日在永川兴龙湖公园鸣枪起
跑。

此次马拉松比赛由中国田径协会、
重庆市体育局、永川区人民政府主办。
作为一项以“新征程·勇往直前”为主题
的马拉松赛事，本次马拉松赛共设置了
马拉松组（42.195公里）、半程马拉松组
（21.0975公里）、迷你马拉松组（5公里）
三个组别。整个赛事规模为 18000

人，其中马拉松1400人、半程马拉松
2600人、迷你马拉松14000人。

同时，根据防疫工作要求，本次赛
事除马拉松特邀选手外，仅限重庆户籍
或非重庆户籍但赛前半年常住重庆的
跑友参与。所有参赛选手均需持绿色
健康码参赛。

“与之前的马拉松赛相比，此次永
川马拉松与市六运会半程马拉松赛合
并举行，提高了赛事的影响力和知名
度。此外，马拉松赛道沿途还将举办建
党100周年主题展、长城汽车永川工厂
展、百度无人驾驶车展等特色展览。”永
川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央电视台体育
频道将在比赛当天全程直播该赛事，让
更多观众欣赏比赛盛况。

重庆日报记者还了解到，此次永川
马拉松还根据参赛选手的年龄，设置了
年龄分组奖。

2021永川马拉松4月3日开赛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今年4
月 23日是第26个“世界图书与版权
日”。3月29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
由重庆市版权局主办的“2021重庆版
权宣传月”活动即日启动，线上线下共
10项活动邀请市民参与其中。

主办方组织策划了6项线下活动，
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通过欣赏
艺术和创意作品等了解版权保护知识。

4月23日至25日，两江新区金山
意库文创园将举办区县版权成果展暨
创意版权集市，为市民打造可购、可玩、
可体验的版权市集；同时，该文创园还
将举办2021金山意库儿童艺术节，通
过儿童公共教育主题展览等形式培养
青少年版权保护意识。

线下活动方面，还将精选各中小学
优秀版权作品，在各区县美术馆、艺术
中心、商业中心等地举行“IP·创未来”
青少年优秀版权作品巡展；举办西南纺
织品纹样创意大赛，展现西南少数民族

传统服饰在传承与发展中的蓬勃生命
力；举行“家有艺术范”——艺术家居版
权作品展，为市民提供艺术家居设计范
本，让艺术走进千家万户；汇聚成渝两
地数百件创意产品，推出艺术品版权授
权展，让更多原创艺术走进百姓生活。

此外，主办方还组织策划了4项线
上活动。4月起，主办方将推出权威专
家访谈，每周邀请一位版权专家，探讨
当下版权热点话题；以“图文+短视频”
的方式，推出版权示范园区、版权示范
企业及版权项目展播；每月推出一期重
庆版权大讲堂，邀请版权管理专家、学
者和版权保护运用工作成绩突出的企
业负责人，就版权保护法律法规、版权
授权运营与开发、版权产业发展与模式
创新等诸多话题进行专题讲解；川渝两
地版权部门还将在4月末共同推出新
《著作权法》有奖知识竞答。

据悉，“2021重庆版权宣传月”活
动持续至今年5月。

线上线下10项活动精彩纷呈

“2021重庆版权宣传月”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3月29
日，重庆市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启
动仪式和防溺水工作会在重庆七中举
行，向全市中小学生下发预防溺水倡议
书，并提出防溺水七项措施。

“当前，气温回升，我市即将进入
高温时节，学生溺水事故也即将进入
易发高发时段，各地各校必须要切实
做好学生防溺水各项工作。”市委教育
工委委员、市教委副主任邓沁泉称，加
强防溺水安全管理，要落实七项措
施。即要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相关部
门要主动会同政法、公安等部门对易
溺水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改。加强
各类水域巡查守护，在重点时段和重

点部位，要组织专人加强安全巡查守
护，及时制止少年儿童私自玩水、下水
游泳等危险行为。增设各类防护设施
设备，在防溺水重点部位树立或张贴
醒目的防溺水警示标志标语，加装防
护设施。加强假日期间安全防护，突
出抓好双休日和节假日学生离校后的
管护问题。节假日期间要与监护人紧
密联系，指导督促监护人做好节假日

期间学生管理及安全保护工作。
各地各校要加强特殊群体关爱防

护，特别重视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管理，加强爱心监
护和安全防护，不能出现防护盲区。落
实家长监管责任，督促学生家长落实法
定监护责任，对拒不履责造成严重后果
的，要依法教育和处理。加强应急处置
工作，建立完善防溺水应急预案并开展

演练。一旦发生学生溺水事故，要在属
地政府统一领导下，迅速启动应急预
案，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救援。

各地各校要组织开展防溺水专题
教育，教育学生牢记“七不三要”。广泛
利用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强化宣
传引导，营造浓厚宣传氛围，深入开展
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切实增强师生安
全防范意识。

对易溺水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改

重庆市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正式启动

本报讯 （通讯员 高海言）重庆
援藏医生巧施妙手，让原本已经失去希
望的西藏婴儿重获新生——日前，昌都
市芒康县第一例重度窒息早产婴儿抢
救成功！

“快，救救我的孩子！”3月22日下
午，一男子冲进芒康县人民医院妇产科
的值班室，万分焦急地呼喊。“产妇白玛
曲珍，36周早产，婴儿出生后呼吸微弱，
全身紫绀，已出现严重窒息……”芒康县
妇产科主任陈余梅和刘成军等3名重庆
援藏医生经过短暂观察后，立即作出了
判断，这是典型的新生儿重度窒息和新

生儿肺炎、缺氧缺血性脑病综合症。
这种症状，即使在内地死亡率都非

常高，何况这里是海拔近4000米的高
寒之地。3名重庆援藏医生迅即投入
到紧张的抢救工作中——清理通畅呼
吸道、吸氧，但患儿全身仍然发紫，心率
异常；立即采取正压通气处理，心率逐

渐恢复正常，但患儿又出现了严重的抽
搐现象；对症的苯巴比妥那、咪达唑仑、
安定这里没有怎么办？那就用医院仅
有的硫酸镁止惊试一试……经过近一
天的抢救和治疗，患儿面色逐渐红润，
呼吸和其它指标逐渐转为正常。

“太感谢你们了！太感谢你们了。”

孩子的父亲——30多岁的康巴汉子罗
松在病房门口拉着医生们的手，流着激
动的泪水，不停地用藏语表达着感激之
情。

“这是我们芒康县第一例抢救成功
的重度窒息早产儿。”陈余梅激动地说，
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重庆医生施妙手 西藏婴儿获新生
芒康县第一例重度窒息早产儿抢救成功

本报讯 （记者 韩毅）近日，重庆
日报报业集团旗下重庆新闻国际旅行社
携手全国旅游专列品牌华运号，推出“我
们新疆好地方·环游南北疆品质旅游专
列14日游”，一趟即可游遍南北疆。

本次重庆新闻国际旅行社携手华运
号，推出的深度游专列将依次前往喀纳
斯、可可托海、魔鬼城、天山天池、喀什老
城、回王府、十二木卡姆、库车王府、库车
大峡谷、刀郎部落、温宿大峡谷、卡拉库
里湖、坎儿井、葡萄沟等代表性景点。

专列从重庆出发，全程跟着游客
“走”，原车、原位直至返回重庆，这样不
仅让游客的大件行李不用带下车，还可

省去2000多公里的大巴车程，让旅途
变得更轻松更舒适。此外，列车上还配
备专职保健医护人员，以解决游客及家
人的后顾之忧。

此次行程的一大亮点是，要去因
2021年央视春晚一首《可可托海的牧
羊人》而走红的可可托海。可可托海是
新疆第一座“世界地质公园”，也是北疆
惊艳的隐秘风景区。另一个亮点目的
地是喀什，其被誉为“时间止步之地”

“到了喀什，你才知道新疆有多美”。
据介绍，该专列将于5月28日左右

发车，价格3180元起，感兴趣的游客即
日起可通过重庆新闻国际旅行社报名。

重庆推出新疆深度游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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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3月29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高新区获悉，
大学城南路及立交改造工程已正式启
动方案设计，拟于年内开工。

据介绍，大学城片区自2003年批
准建设至今，先后有陆军军医大学、陆
军勤务学院、重庆大学、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一大批
高校入驻，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配套不
断完善。城市片区不断发展的同时，

“城市病”也在逐渐显现。
“由于早期片区车流量较少，大学

城主要道路交叉口均采用平面交叉形
式，以红绿灯控制通行。随着片区人口
越来越多，高峰时段主要道路交叉口拥
堵情况也在加剧。”重庆高新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近年来，市民对大学城片区

道路改造，特别是立交改造的呼声越来
越大。如今，随着“平改立”项目启动，
原本的平面交叉路口将改为立交，有效
缓解路口交通拥堵状况。

据介绍，本次项目主要涉及大学
城北路、大学城南路、南一路、南二路、
大学城西路、大学城中路、大学城东
路、东一路等道路的9处立交改造，基
本覆盖整个大学城片区的所有主要道
路。

建设方透露，本次启动研究的立交
节点涉及轨道1号、15号、17号和27
号线，其中27号线将于年内动工。为
减少立交改造对轨道建设的影响，部分
立交改造将结合轨道建设一并进行，项
目建成后将较大程度缓解大学城片区
交通压力，优化区域路网结构。

大学城片区将实施9处立交改造

数据来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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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8 日，璧山区秀湖公园，
不少市民趁着周末带孩子在公园
里踏青游玩。天气渐渐变暖，越来
越多的市民来到户外，或健步骑
行，或郊游踏青，感受春天的气息。

首 席 记 者 龙 帆 实 习 生
邹沁怡 摄/视觉重庆

春日踏青
乐享绿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