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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1月
2日一早，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新工社
区居民何光成又忙活起来，只见68岁
的他在社区老年活动中心门口的大黑
板上涂涂写写，将“习近平主席2018
年新年贺词”里面的部分内容和关键
词制作成最新一期黑板报。

13年来，何光成在社区义务办黑
板报，已经出刊830期了，被居民们亲
切地称为“何编辑”。

何光成正在制作的最新一期黑板
报上，不仅宣传了“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迈上80万亿元人民币的台阶，城乡新
增就业1300多万人”等国情，还囊括
了“‘慧眼’卫星遨游太空，C919大型
客机飞上蓝天，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等科技创新成果……

每写完几行，何光成就停下来仔
细端详一番。这块黑板报办完，他又
来到新工二村楼下，在临街一块黑板
上书写“小手拉大手，文明安全行”。

“出黑板报就是我的爱好，大家
看着觉得不错，我的劲头就更大了。”
在何光成脚边，摆放着不少和黑板报
有关的工具，有粉笔、长尺以及各种

报刊资料。何光成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他退休前是重钢的一名技术工
人，因为字写得好，车间里的黑板报
全都由他负责。13年前退休后，他看

到社区有很多空旷的墙壁，觉得十分
可惜，便主动向社区居委会请缨，将
其中的两块黑板“承包”下来，义务办
起了黑板报。

位于新工二村楼下和社区老年活
动中心门口的两块黑板并不大，却承
载着许多内容，上至国家大事、政策方
针，下至社区动态、科普常识都被何光
成记录在黑板报上。一手漂亮的粉笔
字，更是被附近的居民称赞。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就是要通过
黑板报把更多的正能量传递给社区居
民。”为了出好黑板报，何光成自费订
阅了《重庆日报》等刊物，并把他觉得
重要的新闻挑选出来，再逐字认真誊
写到黑板上。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
他已出黑板报六期，期期宣传党的十
九大精神，以及新时代、新气象、新作
为。

何光成说，这些黑板报是他的
“一亩三分地儿”，要耕耘好。他还给
自己定了一项硬性指标，黑板报要贴
近生活，要有看头，不仅能及时向社
区居民传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还
要提供一些实用信息，让大家从中获
取知识。

何光成的这份努力和坚持，为他
赢得了很多忠实”粉丝“。在新工社
区，何光成的黑板报已经陪伴居民走
过了13个年头。“相对于机械的电子
屏，我们老年人更喜欢从充满人情味
的粉笔字中了解时事、获取知识。“老
邻居王宗海说，街坊邻居茶余饭后，都
习惯凑到何光成办的黑板报前看看，
彼此分享，以作谈资。

社区有位“黑板报老人”

书写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与前几年重庆图书馆发布的全年
图书借阅榜比较，重庆日报记者发现，
今年榜单最大的特点是网络小说不再
走俏，经典名著重新回归。

在2017年的借阅前十名中，诸如
《宝鉴》《秘藏》等多本曾受市民追捧的
网络小说均未入围，张嘉佳的《从你的
全世界路过·让所有人心动的故事》虽
然入围，但也无缘前三，而以余华的
《活着》、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为代表
的经典名著则强势回归，占据了本次
榜单的半壁江山。

“这反映出我市市民的阅读喜好
正在发生变化，市民们不再只青睐以

猎奇玄幻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小说，而
更有目的性地阅读一些名家经典，进
而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重庆图书馆
馆长任竞说。

除此之外，重庆日报记者还发现，
以《岛上书店》《目送》为代表的温情治
愈类图书也受到不少市民的喜爱。“这
些治愈类图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
是能让读者在阅读之后，消除不安、难
过、压抑、怀疑等负面情绪，重燃对生活
的希望。”任竞说，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
会，都市人在繁忙工作之余，希望通过
阅读让自己得到彻底的放松，这些正能
量的治愈系作品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经典名著强势回归
网络小说不再受追捧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月
2日，重庆当代力帆足球俱乐发布
官方消息，该俱乐部已正式与刘乐、
唐佳庶、罗皓、刘斌四名球员签订工
作合同。

据重庆当代力帆足球俱乐部有
关负责人介绍，2017赛季结束不
久，重庆当代力帆足球俱乐部便开
始着手新赛季的引援工作，经过一
段时间的甄选及接触，并获得球队
主帅保罗·本托的首肯后，决定引进
这四名球员。“在这四名球员之中，
之前效力于深圳人人雷曼足球俱乐
部的刘乐是当代力帆队2017赛季
主力左后卫刘欢的弟弟，唐佳庶则

多次入选国少、国青、国奥队，有着
丰富的比赛经验。罗皓和刘斌则是
两笔针对未来的投资，他们的加入
不仅是对当代力帆阵容的有力补
强，也对丰富球队阵容搭配有着积
极的作用。”

据悉，目前，这四名队员已抵达
重庆，加入了球队日常训练中。“他
们四人的加盟也正式拉开了重庆当
代力帆足球俱乐部2018赛季引援
的大门，随着新赛季的临近，我们还
将加快引援步伐，严格甄选并敲定
余下的新援人选。从而力争在
2018 中超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
绩。”这位负责人说。

刘乐、唐佳庶、罗皓、刘斌
加盟重庆当代力帆足球队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森
林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1
月 2日，由重庆市科协主办，重庆
科技馆承办，台湾高雄科工馆与台
湾大学共同研发设计的“森林与
我”主题展览在重庆科技馆A区1
楼临展厅开展。市民可通过触摸
木材、观察树木年轮、进行游戏互
动等方式，体会森林与日常生活的
密切关系。这也是该展览首次在
中国大陆展出。

台湾高雄科工馆馆长陈训祥介

绍，此次展览分森林、永续、岁月3个
主题，系统介绍了森林中有什么，如
何保护森林，森林资源在生活中的
应用等内容。2017年，该展览曾在
台湾展出，深受好评。此次在重庆
展出的250多件（套）展品，包括木
材、漆器、手工制品等，均从台湾带
来，保证展览“原汁原味”。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该展览
将展出到今年6月3日，期间还将举
办各类相关主题活动，市民可免费
参观。

“森林与我”主题展览开展
250多件台湾展品亮相

本报讯 （记者 兰世秋）1月
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文化委电
影处获悉，新年伊始，我市电影放映
市场迎来开门红，元旦小长假3天共
收获城市电影票房3072.42万元。

据统计，2017年12月30日-
2018年1月1日，元旦小长假期间
我市共放映城市电影28621场，观
众 达 95.62 万 人 次 ，收 获 票 房
3072.42 万元，同比增长 16.45%、
60.91%、66.65%。票房排名前三名
的影片分别为：《前任3：再见前任》

（661.23万元）、《芳华》（526.15万
元）、《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
（500.32万元）。

市文化委电影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2018年，面对开放度越来越高
的电影市场，我市电影工作将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围绕落实《中
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重
庆市电影扶垚计划管理办法》，着重
在促进电影创作质量和规范市场两
方面下功夫，促进重庆电影持续健
康发展。

2018年重庆电影市场迎来开门红

元旦小长假揽金3072.4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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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光成在写黑板报。 通讯员 高祎恩 摄

为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提高群众对
食品安全工作的参与度，九龙坡从今年开始开展食
品安全“百千万”行动，即聘请100名区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及普通市民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招募1000
名社会志愿者担任食品安全宣传员，邀请10000名
热心市民参与食品安全观察活动。

食品安全全民共治格局如何有效运转？九龙坡
区食药监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00名食品安全监督
员将深入食品生产企业、加工作坊、超市卖场、农贸
市场、餐饮单位、夜市摊点、生猪定点屠宰场等食品

生产经营企业开展监督检查以及暗访，了解九龙坡
区食品安全状况，查找问题，参与治理，提高市民对
食品安全的认同感、满意度。1000名食品安全宣传
员将深入到社区、学校、农村、企业、农贸市场、机关等
场所，以发放资料、开设讲座、文艺表演等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食品安全基层宣传活动，普及
食品安全知识、九龙坡区食品安全状况、公众投诉渠
道等。10000名食品安全观察员将进入食品生产企
业、大型超市、餐厅厨房、快检室等实地考察参观，现
场感受食品安全，了解九龙坡区食品安全现状，从而

带动更多的民众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管行动中来。
据了解，为调动更多市民积极性，共同发现食品

安全问题，九龙坡区已制定《九龙坡区食品安全重大
案件线索有奖举报管理办法》，鼓励社会公众参与食
品安全监管，给予查证属实的线索举报人奖励。同
时，在《九龙报》《全搜九龙坡》及政府门户网站开辟投
诉通道和曝光板块，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离不开市民的广泛
参与，九龙坡下一步将加大力度提升市民对创建国家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的知晓度，印制100万份宣传
资料，由镇街、村居干部上门入户宣传，实现九龙坡区
常住居民全覆盖。同时，九龙坡区食药监分局还印制
了12万份《致中小学生和家长的公开信》，配合每周一
中小学校升旗仪式上的“食品安全校长微课堂”，实现

“小手拉大手，共筑食安梦”。 赵童 王琳琳

构建食品安全全民共治格局

九龙坡区食药监分局开展“百千万”行动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

县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蔡鹏程
机构编码：5001032139602100
机构住所：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镇万寿大道

10号
邮政编码：409199 联系电话：023-73332414
代理险种：中国保监会批准、备案的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
发证日期：2017年06月05日
有效期至：2020年06月04日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重庆市开州区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石刚
机构编码：5001016211930200
机构住所：重庆市开州区迎宾街9号
邮政编码：405499
联系电话：023-52612358
代理险种：中国保监会批准、备案的财产保险和人

身保险
发证日期：2017年6月5日
有效期至：2020年6月4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保监局颁（换）发保险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重庆市涪陵区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张永 机构编码：5001029085043600 机构住所：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9号
邮政编码：408099 联系电话：023-72379768
代理险种：中国保监会批准、备案的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
发证日期：2017年11月20日
有效期至：2020年11月19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保监局颁（换）发保险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重庆市巴南区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屈光明 机构编码：5001132034378500 机构住所：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镇鱼轻路13号
邮政编码：401320 联系电话：023--66234908
代理险种：中国保监会批准、备案的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
发证日期：2017年06月05日
有效期至：2020年06月04日

遗失公告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分公司不慎遗失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机构

编码：5001032139602100，发证时间：2017年6月5日，证件编码：91500240213960216D，该
证从发布遗失声明之日起宣布作废，至此所有该证照引发的法律责任一概与本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分公司

2017年12月22日

人民法院公告
2018.1.3

重庆大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渝北区龙塔街道友善钢模租赁站
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第3日（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特此公告。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关珍：本院受理原告张勇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渝0109民初763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公告

卫军朋：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城投公
租房建设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第3日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特此公告。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仪敏：本院受理的原告林升平诉你
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渝
0109民初254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荫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换成：本院受理郭涛诉被告王换成、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
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渝0109民初172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重
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公告

熊梅英：本院受理原告胡帮付诉你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渝0109民初573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柳荫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报讯 （记者 周松）1 月
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海事局
获悉，2017年长江重庆段722公里
水域运输船舶一般及以上等级事故
为零，人员死亡零，这是该水域有事
故统计以来的第一次，实现了历史
性突破。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长江
重庆段货运量快速增长，全年达2.2
亿吨，较去年增长约23%。在货运
量增长迅速的情况下，重庆海事局
克服三峡水库蓄水、消落，水位陡涨
陡落及辖区大雾等恶劣天气频发的
不利影响，探索水上交通安全规律，

推进辖区水域综合治理，加强监管，
保障了辖区安全形势稳定。

据重庆海事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2017年重庆海事局推动辖区危
险化学品船和客船公司建立AIS、
CCTV监控平台，督促企业全面落
实安全与防污染主体责任。同时，
对辖区水域实施分级管理，发布事故
预防预控措施，制定落实恶劣天气船
舶禁限航规定，强化风险防控。此
外，该局强力推行综合执法，形成了

“海事执法、公安保障、航道通信技术
支持”的长江航运保护新格局，有力
打击了违法行为、保护了航道环境。

2017年长江重庆段水域
无大事故零死亡

➡1 月 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公安消防总队获悉，元旦节期间全市未
发生较大火灾，火灾形势总体平稳。

（记者 周松）

元旦期间全市火灾形势平稳

近日，丰都县双路镇安宁场村，游客在九重天连天栈道景区
的3D魔幻平台拍照留念。2017年以来，该县围绕“春季赏花、夏
季避暑、秋季采摘、冬季赏雪”，打造双路镇“九重天景区”、南天湖
镇“牛牵峡漂流”为代表的差异化特色精品乡村旅游景点，做到

“一镇一主题，一村一特色”，带动产业增值和农户增收。
记者 张锦辉 摄

丰都发展特色乡村旅游

快 读

2017年重庆图书馆借阅排行榜出炉

《解忧杂货店》成市民最爱之书
本报记者 黄琪奥

去年，重庆市民最爱读什么书？1月
2日，重庆图书馆公布了 2017 年 的 借
阅数据：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写的奇幻温
情小说《解忧杂货店》以 342 次的借阅
量成为 2017 年度重庆市民最爱之书，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为亚军，柴静
的《看见》位列第三。

东野圭吾的小说《解忧杂货店》为
何成为2017年度重庆市民最爱之书？

“除了书本身的高质量之外，同
名电影的推出也是这本图书受追捧
的重要原因。”任竞表示，该书自
2013年推出以来，曾受到不少读者
的热捧，2017年根据该书改编的同
名电影的上映，让这本书在读者中
又掀起了热潮，特别是去年12月29
日电影正式上线之后，这两天来我
馆借阅该书的读者络绎不绝。

“《三体》的走红同样如此。”任
竞称，前几年，《三体》的表现一直不
温不火，但在2015年8月，该书获得

雨果奖后，受到读者广泛关注。据
了解，根据该书改编的同名电影即
将上映，届时《三体》可能迎来一波
借阅热潮。

此外，知名人士的推荐也对图
书的走红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例
如，影视明星袁姗姗、江一燕，作家
夏正正联袂推荐了《岛上书店》一
书，此后该书受到不少读者关注。

“这给我们推广全民阅读活动很大
的启发。”任竞表示，在今年的全民
阅读推广活动中，重庆图书馆将邀
请更多名家大家参与其中，让他们
推荐优秀图书，引导大众阅读。

同名电影助推图书走红
名人效应引导大众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