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崔曜）6 月 24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获
悉，当前我市多区县正积极改造步行道
及道路窨井设施，加强道路养护，保障
群众脚下安全。

今年以来，璧山区城市管理局因
地制宜开展人行道专项整治，打通桥
梁下穿道断道14处，补建滨河步道2
公里，贯穿璧南河城区段东西两岸人
行步道 14公里。此外，璧山区还排
查、修补破损人行道板、坑槽、井盖等
1084处，拆除人行步道闲置或废弃设
施，增设盲道约850米，增宽人行步道
10公里。

北碚区城市管理局提前预埋供水
管网，避免反复开挖造成“马路拉链”，

并拆除龙溪路废弃杆体，改造了龙溪
路（龙凤桥至七一桥段）人行道。随
后，北碚区在该路段增设公交专用道，
结束该段双车道通行的历史，有效缓
解了龙溪路交通拥堵问题。在龙凤桥
桥头和七一桥桥头，北碚区把人行道
整治与绿化景观提升结合，利用边角
地、零星空地打造“眼可见、手可触、身
可入”的街头游园，拓展市民休闲空
间。

南岸区海峡路至兰花路目前正实
施老旧城区市政设施品质提升。按照
城市有机更新的理念和要求，海峡路至
兰花路人行道正着手人行道砖铺装、路
缘石更换、植树圈改造、无障碍设计及
增设道路附属设施等工作。此外，南岸
区完成了奔吉路、江苑路、腾黄路市政
设施完善提升项目，改造人行道1.71
万平方米、车行道1.4万平方米、路缘
石3540米。

重庆多区县改造步行道
保障群众脚下安全

关注“6·26”国际禁毒日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4 日电 （记
者 樊曦 刘洪明）记者24日从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拉萨至林
芝铁路将于6月25日开通运营，复兴
号高原内电双源动车组同步投入运营，
拉萨至山南、林芝最快1小时10分、3
小时29分可达。

拉林铁路起自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经山南市贡嘎县、扎囊县、乃东区、桑日
县、加查县和林芝市朗县、米林县，到达
林芝市区，全长435.48公里，设计时速
160公里，为国家I级单线电气化铁路，

初期开通运营办理客货运输业务的有
贡嘎、扎囊、山南、桑日、加查、朗县、米
林、岗嘎、林芝9个车站。该动车组采
用整列一体化设计，编组为12辆，设一

等、二等和商务车厢，定员755人，创新
采用弥散和分布式相结合的方式连续
供氧，为旅客提供良好乘车体验，完全
适应高海拔、连续长大隧道环境。

复兴号上高原！拉林铁路今日开通运拉林铁路今日开通运营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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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重庆市全民健身摄影比赛
暑假，转瞬即至。难得的假期，你是准备宅家刷剧，还是读几本书，学习一门新

技能，亦或是出门旅行，一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暑假是提升自己的好机会，但也别忽
视了健身是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

“明品福杯”2021重庆市全民健身摄影比赛已启动2月有余，收到近100幅投
稿作品。征集活动将持续到10月31日，欢迎大家踊跃投稿。投稿邮箱：qm-
jssybs@163.com 联系电话：67527800。

重庆明品福集团投资建设的中国西部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主要提供农产品冷
冻、冷藏、保鲜、恒温、速冻、交易、加工、配送等完善的冷链物流服务，现已形成集货
物集散、公共仓储、加工分拣、食品分拨、城市配送、多式联运、货物中转、信息服务、
物流供应链金融等于一体的综合型冷链物流中心。

《骑行健身》 摄/曹永龙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国家
卫健委近日印发《0～6岁儿童眼保健
及视力检查服务规范（试行）》，其中明
确，为0至6岁儿童提供13次眼保健和
视力检查服务。

“0至6岁是儿童眼球结构和视觉
功能发育的关键时期，6岁前的视觉发
育状况影响儿童一生的视觉质量。”国
家卫健委有关专家表示。

据介绍，这一时期发生的眼部疾病
及视力不良，如未及时诊治，可能影响
儿童眼球发育，导致儿童视觉发育迟
滞，即使戴镜矫治也无法恢复为正常视
力，一些严重眼部疾病甚至会致盲。因
此，0至6岁是开展儿童眼保健及视力
检查的重要时期。

服务规范明确，根据不同年龄段正
常儿童眼及视觉发育特点，结合0至6
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时间和频次，为0

至6岁儿童提供13次眼保健和视力检
查服务。

服务规范指出，0至6岁儿童眼保
健及视力检查服务主要由具备相应服
务能力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县级妇幼保
健机构及其他具备条件的县级医疗机
构提供。

此外，服务规范强调开展健康教
育，明确要求指导家长树立近视防控
意识，从小从早抓好预防。要求引导
家长重视保护0至6岁儿童远视储备
量，强调远视储备量不足可能会发展
为近视。

“对于6岁之前的儿童，防控近视
的重点是形成良好的用眼习惯，积极参
加户外活动和体育运动，防止远视储备
量过早过快消耗。”国家卫健委有关专
家表示。

儿童眼健康新规来了
0至6岁儿童可享13次眼保健和视力检查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周松）新型毒品
来势凶猛，截至2020年底，全球已出现
新精神活性物质1047种，其中约450
种为近5年新出现的种类。这是记者6
月22日在全市禁毒工作成效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的消息。

“新型毒品主要是指新精神活性
物质，又称‘策划药’或‘实验室毒
品’。”市禁毒委副主任、市公安局党委
委员、副局长陈正洪介绍，近年来，传
统毒品滥用发展势头得到了有效遏
制，但冰毒、麻古等合成毒品滥用问题
比较突出，合成毒品主要由新精神活
性物质混合加工而成，是不法分子为
逃避打击而对管制毒品进行化学结构
修饰所得到的毒品类似物，具有与管
制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
等效果。

他指出，由于毒品列管工作具有滞
后性，很多新精神活性物质未列入国际
管制目录，导致新精神活性物质种类变
化多样、滥用人群广泛、社会危害严重，
尤其是品种更新速度极快。

据国家禁毒办通报的数据，截至
2020年底，全球已出现新精神活性物
质1047种，其中约450种为近5年新
出现的种类。

陈正洪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现
新精神活性物质9大类317种，近3年
就新发现50余种。可以预见，随着打

击治理力度加大，传统管制毒品愈发难
以获取的情况下，成本更低廉、更易逃
避法律管制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将可能
作为常见毒品的替代品。

“这类毒品容易上瘾，且价格低廉、
隐蔽性强、不易检测，常被吸毒者作为
传统毒品的替代品吸食，近年来滥用案
例急剧增加，危害日益凸显。”陈正洪
说，目前发现的主要品种有“小树枝”
（外形呈条状、类似树枝的毒品，又称
“派对小树枝”“维也纳香薰”等）、“电子
烟油”（部分非法厂家在电子烟油内添
加了合成大麻素）、“娜塔莎”（棕褐色或
墨绿色的烟草碎叶，外观与“莫合烟”极
为相似）、神仙水（形态与口服液类似，
常标注各种名牌奢侈品商标)、笑气（密
封的金属材质气弹，外包装多标注为奶
油发泡剂）等，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吸食
会出现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致幻等反
应，过量吸食会出现休克、窒息甚至猝
死等情况，并引发毒驾肇祸、故意伤害
等危害公共安全事件，造成严重社会危
害。

“下一步，全市公安机关将以预防
新型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为重
点，持续加强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陈正
洪表示，希望大家主动提高防范毒品侵

害的意识，多了解毒品的基本知识和禁
毒法律知识，了解毒品对社会、对家庭、
对个人的危害等，自觉抵制毒品侵害。
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朋友，要有警觉戒备
意识，切实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不要轻

易和陌生人搭讪，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
香烟、饮料、食物等。不要随意进入
KTV、酒吧、迪厅等娱乐场所，娱乐、欢
庆、宣泄要有节制，不要因一时兴起而
追悔莫及。

“小树枝”“电子烟油”“娜塔莎”……

警惕！这些新型毒品千万别碰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4 日电 （记
者 梅常伟）国防部24日举行例行记
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就中俄
两军关系、军校招生等回答记者提问。

任国强介绍，为向外国驻华武官
介绍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百年
伟大成就，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
公室会同外交部24日组织外国驻华
武官赴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
史展览，来自近70个国家的驻华武官
参加。

任国强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中
方坚决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和军事联系，坚决反对美方借台湾问题
搞“以台制华”，坚决反对台湾方面“挟
美自重”搞“以武拒统”。

任国强说，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历
史必然，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是大势
所趋，海峡两岸和平稳定是人心所向。

“台独”是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就意
味着战争。美方应充分认识到，中国的
发展壮大是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
美方应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规定，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军
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必须清醒意识到，
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
系于民族复兴。任何妄图“倚美谋独”
的分裂行径都注定失败。

任国强说，解放军近日出动多型飞
机在台海地区组织演训活动，是对当前

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
取的必要行动。解放军将坚决履行维
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卫国家安全
的神圣职责。

任国强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
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方位发展、全天
候运行。中俄两军各领域交流合作日
益深入，为两国关系不断充实战略内
涵。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两军克服
疫情影响，保持顺畅战略沟通，成功组
织系列重要活动，在抗疫领域开展友好
交流合作。

任国强介绍，根据今年军队院校招
生计划，共有27所院校招收普通高中
毕业生1.3万余人，其中军委直属院校
1所、陆军10所、海军5所、空军4所、
火箭军1所、战略支援部队2所、武警
部队4所。

任国强说，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标
准条件有新的变化，今年起，全军院校
招生（含武警）均应达到各省本科一批
录取最低控制线，考生在高中阶段体质
测试成绩应达及格以上。

任国强介绍，招收士兵学员的主要
变化是，考学对象历年年度考核结果应
当达到称职以上等次、历年个人年度军
事训练成绩应当达到良好以上。在战
区级以上单位认定的重大军事行动中
获得表彰奖励、参加一线抗疫、执行维
和以及护航等任务的考生享受相应加
分和年限放宽政策。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搞“台独”就意味着战争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水水质情况简报
2021年5月，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对我市4家供水企业的4个水厂进行了水质监测，抽检结果公布如下：

抽查单位

重庆市忠县自来水公司
香山水厂（二氧化氯）
重庆市奉节县自来水有
限公司夔州水厂（二氧化

氯）
重庆丰都水务集团有限
公司郑家院子水厂（二氧

化氯）
云阳水利水电实业开发
有限公司肖家湾水厂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限值）

备注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余氯/二氧化氯
mg/L
0.22
0.13
0.42

0.20

0.40

0.12

0.45
0.36

余氯≥0.30
二氧化氯≥0.1
余氯≥0.05

二氧化氯≥0.02
1、本月抽检单位的各项检测指标均达标。
2、重庆市忠县自来水公司香山水厂，重庆市奉节县自来水有限公司夔州水厂，重庆丰都水务集团有限公

司郑家院子水厂，云阳水利水电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肖家湾水厂均按出厂水106项、管网水42项指标进行检测。

浊度
NTU
0.45
0.41
0.69

0.41

0.41

0.58

0.30
0.26

1NTU(水源
与净水技术
条件限制时

为3)

耗氧量
mg/L
2.43
2.35
1.09

1.12

0.91

0.99

0.99
1.09

3 mg/L（水源
限制，原水耗
氧量＞6mg/

L时为5）

色度
(度)
＜5
＜5
＜5

＜5

＜5

＜5

＜5
＜5

15度

臭和味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异臭
异味

菌落总数
CFU/ml

4
6
2

7

3

9

4
8

≤100
CFU/ml

总大肠菌群
CFU/100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0ml
不得检出

耐热大肠菌群
CFU/100ml
未检出

--
未检出

--

未检出

--

未检出
--

100ml
不得检出

肉眼可
见物
无
--
无

--

无

--

无
--

无

发布单位：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节水中心 咨询电话：63061623

□本报记者 韩毅

高山避暑、森林康养、漂流露营、音
乐狂欢、水果采摘、文艺演出……6月
24日下午，2021重庆夏季旅游新闻发
布会在万盛经开区举行。今年夏季，我
市围绕“游山水之间·享巴渝风情”主
题，共推出200多项特色夏季文化旅游
活动及产品，盛邀八方游客来渝邂逅激
情夏日。

“夏季渝之旅，山、水、石、林、泉、
洞、云、雾等魅力无穷，游客不仅可以体
验重庆夏季的火热，也能畅享18℃的
清凉。”发布会上，市文化旅游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

重庆山地旅游资源丰富，海拔
1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700多座，夏
季平均气温在25℃以下，为重庆的避
暑旅游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空间。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更深度、更

难忘的文旅体验，我市各区县共推出了
200多项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活动，涵
盖夏令营、音乐节、啤酒节、森林康养、
星空露营、漂流体验、民俗文化展演等
多形态、特色化活动，时间贯穿整个夏
季。

如巴南区围绕休闲避暑、采摘、民
宿等夏季特色旅游资源，推出了“趣巴
南、爽一夏”夏季旅游主题活动。丰都
重点推出了提档升级后的南天湖景区、
康养避暑的九重天景区和惊险刺激的
牛牵峡漂流，以及雪玉山高山湿地露营
季等特色活动。秀山以“避暑休闲胜
地，户外运动天堂”川河盖和“中国初恋
第一城”边城洪安为重点，为游客展现
了一幅美丽的消夏图。万盛则着眼全
域旅游的全新打造理念和方式，以亲子
为主题的“风物万盛”、主打年轻市场的

“青春大爆炸”、以乡村休闲为特色的
“小隐渝南”三条主题旅游线路，翻开

“周末轻度假”旅游产品的新篇章。
此外，南川神龙峡漂流季及金佛山

滨水露营节、第十届中国·彭水阿依河
漂流大赛、奥陶纪第四届国际极限挑战
赛、万州森林星空音乐节、巫山首届神
女旅游文化艺术节、江津区七夕东方爱
情节和吃新文化旅游节、渝北“嗨FUN
夏夜”圣名环球音乐节、开州2021汉丰
湖电影节、石柱“环太阳湖”铁人三项邀
请赛和重庆市公开水域赛、大足“百年
辉煌·花开盛世”庆祝建党100周年大
型主题美术书法摄影联展、石柱《太阳
出来喜洋洋》专场音乐会、开州庆百年
华诞——无人机主题表演、永川区“巴
渝儿女歌唱党”万人同唱一首歌分会场
活动等，都将魅力开启，可谓好戏连台，
精彩纷呈。

为带动更多游客畅游山城风光，
畅享清凉夏日，我市各景区景点还推
出了系列夏季惠民政策，如不仅有黔

江景区多种组合套票、江津四面山10
万门票送送送、南川神龙峡购漂流票
送门票、秀山A级景区门票全免等，还
特别针对中、高考生及学生团体推出
众多的定制优惠政策，如重庆国际马
戏城凭准考证免费送100张门票及购
票优惠、南川东街将举行中高考特惠
活动、彭水阿依河景区凭学生证享受
门票全免等。

高山避暑、森林康养、漂流露营、音乐狂欢

重庆今夏推出2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及产品

“小树枝”：外形呈条状、类似树枝的毒品，又称“派
对小树枝”“维也纳香薰”等

“电子烟油”：部分非法厂家在电子烟油内添加了
合成大麻素

“娜塔莎”：棕褐色或墨绿色的烟草碎叶，外观与“莫合烟”极
为相似

神仙水：形态与口服液类似，常标注各种名牌奢侈品商标
笑气：密封的金属材质气弹，外包装多标注为奶油发泡剂
目前滥用最多的主要是冰毒、氯胺酮（俗称K粉）、麻古（冰毒

片剂）等新型毒品。

新型毒品主要品种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人体伤害极大，二是社会危害性极
强，三是滥用迷惑性更高。

吸毒人员在吸食后会长时间处于精神和生理亢奋状态，甚至可以
几天几夜不睡觉进行打牌、唱歌、蹦迪等活动，严重透支身体机能。

整 治 市 容 环 境
扮 靓 我 们 的 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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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南岸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31500108001
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岸区烟雨路9号的国瑞中心8层7单元
成立日期：2019年01月24日
邮政编码：400066 联系电话：023-62635697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法定保险业务除外）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2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新型毒品的危害

重庆市夏
季旅游惠民措
施汇总表

重庆市夏
季文化旅游活
动汇总表

扫一扫 就看到

6 月 22 日，500 吨级货船“航电 1
号”在乌江构皮滩水电站通航工程内
进行试运行（无人机照片）。

当日，位于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
境内的乌江构皮滩水电站通航工程开
始试运行。构皮滩水电站通航工程线
路总长2306米，由上下游引航道、三级
垂直升船机和两级中间渠道组成。投
入试运行后，500吨级船舶可从贵阳的
开阳码头依次通过构皮滩、思林、沙
沱、彭水，在重庆涪陵进入长江。

新华社发

乌江构皮滩水电站
通航工程投入试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