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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今年6月1日，新修订的《重庆市
献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正
式实施，《条例》也首次将献血屋建
设纳入了地方法规。

献血车、献血方舱，这是市民
熟悉的无偿献血场所，在不久的将
来，重庆还将出现献血屋。按照
《条例》要求，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应当根据人口流量、人口密度、年
献血人次、服务区域和交通便利等
情况制定献血屋设置规划，报市政
府批准后实施。各区县、自治县政
府应当按照全市统一规划设置献
血屋，并交由血站统一管理，无偿
使用，不得改变用途。公安交通、
城市管理、街道办事处、商圈管委
会等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血站采
血的需要，在人流集中、方便献血
的区域划定流动采血车临时停放
点。

为何要推动献血屋建设？市
血液中心主任何涛介绍，随着我市
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医疗机
构的用血量也逐步增长。为保障

临床安全、充足、有效的血液，并应
对不时出现的偏型血液供应问题，
只有在人流集中、交通便利的商圈
或社区设立献血屋，方便市民就近
献血，提升献血服务水平，才能稳
定和壮大无偿献血队伍。同时，设
立在城市中心的献血屋，也代表着
一座城市的公益形象，体现重庆这
座文明城市的温度。

“为了给献血者提供温馨、舒
适、安全的献血环境和更加贴心、
优质的服务，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
和礼遇，同样有设立献血屋的必要
性，”何涛说，固定的、分布广泛的
献血屋，不仅能提供献血服务，还
能提供基本健康服务，甚至成为一
个地区的社交中心，从而让采供血
这一目前看似孤立的服务，成为现
代公共生活网络的一部分。

此外，《条例》还提倡18周岁
至55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
既往无献血反应、符合献血健康检
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再
次献血的，年龄可以延长至60周
岁。

新版《重庆市献血条例》
今年6月施行

献血屋建设首次被写入地方法规

相关链接>>
据市血液中心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3月，不少单位都组织人员
进行了集体无偿献血，包括重庆电
子工程职业学院、重庆警察学院、重
庆轻工职业学院、西南大学、西南政

法大学、重庆大学、重庆工程学院、
重庆科技学院、永川区中医院、重庆
文理学院、重庆富胜科技有限公司
等，共有3621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累
计献血近108万毫升。

无 偿 献 血 进 行 时

重庆市血液中心3月献血信息

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梁平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朱清茂 机构编码：000020500228
机构原住所：重庆市梁平县梁山镇世纪佳苑A区二层1号、三层1号
机构现住所：重庆市梁平区双桂街道钟文支路附3号、5号、6号
成立日期：2008年02月25日 邮政编码：405299 联系电话：53395522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保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

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险、团体
终身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为境内外的保险机构代理保险、检验、
理赔等业务；保险咨询业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04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巴南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张小娟 机构编码：000020500113
机构原住所：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镇新市街60号第四层第13至16号
机构现住所：重庆市巴南区龙海大道3号6幢2楼7——10号
成立日期：2003年06月13日 邮政编码：401320 联系电话：66222208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保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

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险、团体
终身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为境内外的保险机构代理保险、检验、
理赔等业务；保险咨询业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04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4月2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大学获悉，

“高空读城 魔幻重庆”摄影展览正在
重庆大学图书馆（虎溪校区）举行。展
览展出了该校建筑城规学院博士生万
展志历时近两年，拍摄的大量从高空
俯瞰重庆的独特照片。

鳞次栉比的高楼中，轻轨穿楼而过；
河流、立交桥、楼房、山坡，层层叠叠地
构造出山城的独特地貌……重庆日报
记者在现场看见，由万展志拍摄的80余

幅作品展示了重庆奇特的城市特点。
万展志是万州人，在西安读完本

科后，在重庆大学攻读了硕士和博
士。“重庆这座山城与平原城市有非常
大的不同，极具特色。”万展志说，自己
在2016年接触到高空拍摄的手法后，
就尝试以此来反映这座城市的魅力。

高空拍摄，顾名思义，是人在高空
进行拍摄。万展志介绍，高空拍摄需
要拍摄者实实在在地站在很高的地方
进行拍摄，自己常常选择的拍摄地点

是几十米到一两百米的高楼顶上。“这
种方式可以大大扩展摄影的视角，更
加立体化。”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展览
共分为区域、立交桥、大桥、轻轨、标志
物等五部分，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山
城之美。从高空拍摄的国际金融中
心，仿佛时尚的纽约街头；黄桷湾立交
桥，盘根错节、复杂多变，让人惊叹；还
有嘉陵江大桥、菜园坝大桥、鹅公岩大
桥……万展志都用他独特的拍摄手法

展示出不同的特点。
“我们平时看到的物体，会因为高

空拍摄视角的变化而呈现出奇特的景
象。”万展志说，比如从高空拍摄平安轻
轨站，会发现轻轨的转弯角度几乎达到
90度；在高空某个角度拍摄杨公桥立
交，会发现它呈有趣的八字形……

“我把颜色进行了处理，是希望观众
更关注作品构图本身而不被色彩干扰。”
万展志说，自己以后还会继续类似的拍
摄，以记录这座城市的进展、变化。

重大博士俯拍80余幅作品记录重庆
“高空读城 魔幻重庆”摄影展在重庆大学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张莎）4月25日，
“九童圆梦狗年春节行动”颁奖典礼在
两江新区星光学校举办。

据了解，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进家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
委、市妇联在今年春节期间开展了

“九童圆梦狗年春节行动”，借一年一
度春节合家团圆的良好氛围，由家长
带领少年儿童体验春节传统习俗活
动，了解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
美德。

历时一个月的活动中，全市五千
多所城乡学校、百万孩子集体参与。
孩子们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参与微
信行动、微爱行动、微拍行动、微孝行
动等四项主题的作品征集比赛，上传
发布的内容获得近千万网友点赞。

沙坪坝区实验一小五年级十班
的赵珩舟，上传了一封写给老师的信
《老师您辛苦了》。这篇稚嫩却充满

真情实感的文字收获了网友1.5万人
次的点赞。云阳县实验小学六年级
三班的李鑫上传的一张名为《四世同
堂》的照片中，跨越了整整四代的大
家族相聚一堂，其乐融融的画面打动
了网友，获得了 9501 人次的点赞。
许多亲友、同学纷纷转发，宣传这项
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体现温
暖亲情的活动。

经网上点赞、专家评审，活动组委
会审定，共评出“微信行动”“微爱行
动”“微拍行动”“微孝行动”活动一等
奖各10名，二等奖各20名，三等奖各
30名、优秀奖各40名。

市文明办负责人介绍，从2015年
开始至今，我市连续四年以“根在家、
训在家、爱在家、礼在家”为主要内容
开展九童圆梦春节行动，利用生活化
的场景、日常化的活动、形象化的载
体，成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入
百万家庭的春节生活。

百万中小学生“晒年味”
“九童圆梦狗年春节行动”昨日颁奖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4月25日，
中信银行重庆分行与重庆市地方税务局
签订银税互动合作协议，推出银税互动
个人消费贷款产品——信秒贷。在重
庆连续纳税满两年的诚信纳税人，最快
三分钟就有望获得最高 30 万元的贷
款。

据了解，信秒贷是中信银行运用地

税大数据的规模和质量优势，依托该
行网络贷款业务平台，为符合要求的
诚信纳税人提供全线上的个贷金融服
务产品。其具有贷款易、利息省、操作
简、覆盖广、全流程线上操作的特点。
申请人在线上提出贷款申请后，无需
提供抵押物，最快仅需三分钟就能拿
到贷款。

中信银行重庆分行相关负责人介
绍，年满20-55周岁、信用记录良好、在
重庆缴纳个人所得税满两年的诚信纳税
人，可申请信秒贷。贷款期限最长为1
年，贷款额度最高为30万元。

据悉，信秒贷是中信银行将纳税
信用融入金融体系，充分运用“互联
网+”理念践行普惠金融的业务创新

力作，自2016年起已在全国多个城市
落地运行。该行此次在重庆成功推出
该产品，既有利于彰显诚信纳税的示
范作用和激励作用，也有利于银行业
金融机构根据个人诚信状况，开发优
质客户、改进服务方式。最终，通过银
税互动，实现纳税人、金融、税务三方
共赢。

银税合作推个人消费贷款产品
诚信纳税人最快三分钟能拿到贷款

▲万展志在高处拍摄。

◀万展志拍摄的石门大桥。
（受访者供图）

“老郭，我的鱼死了好几条，啥子办
法能治？”

4月17日一早，酉阳土家族苗族自
治县泔溪镇泉孔村村民王贵昌就跑到了
村主任郭敦双的鱼塘旁，焦急地询问着。

“最近雨水多，估计是鱼塘里细菌多
了。你用纱布包点土霉素，放在进水口那
里……”郭敦双是村里的养鱼大户，他耐心
地给王贵昌讲解着，“对了，10点钟讲习所
就要讲养鱼技术，你专心听到就是了。”

郭敦双说的“讲习所”，是泔溪镇2月
底成立的农民讲习所。

“农民讲习所，其实是我们在行政村
开设的讲述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传统美
德、实用技术等内容的小课堂。”泔溪镇
党委书记田东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课堂
上，不仅有村镇干部讲政策，村里能人讲
技术，就连普通老百姓也走上讲台讲述
如何处理家长里短和邻里关系。

一堂堂开在田坎、院坝的讲习课，已然
成了泔溪镇群众集思广益的“百家讲坛”，
成了当地群众了解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学
习致富技术和促进乡风文明的小课堂。

镇村干部讲政策
外出村民决定返乡创业

几年前的冬天，泉孔村村民、今年32
岁的蔡光辉挤上了前往广东的列车，第
一次出门打工。

多年的打拼，让蔡光辉有了一定的
积蓄，也想着回到村里做点事情。

“常年在外，对现在很多政策不够了
解，不知道回来能做些什么。”因此，蔡光
辉回乡的想法一直没有落实。

今年2月，在家过完春节后，蔡光辉
又预订了前往浙江的机票。

“但2月28日晚上，老郭给我打了电
话，喊我第二天去参加村里举办的讲习
所。”听说是镇里的干部来讲解最新的惠
民政策和养殖技术，蔡光辉决定去听一
听。

第二天，一堂在村里冷水河河畔举
行的讲习课，让蔡光辉大开眼界。

“现在鼓励外出人员回来做事情，有
啥子困难，政府会想办法解决……”

“热水河一年四季水温温差不大，发
展冷水鱼养殖最安逸；冷水河边地势平

坦，发展生态养殖也可以……”
这堂课，蔡光辉他一字没落，从头听到

尾，“有意思，上课的地方是我们从小耍到
大的河滩，讲的内容一听就懂，也实用。”

这堂课，让蔡光辉退掉了预订的机
票，留在了泉孔村。

目前，蔡光辉投入了近50万元，在
村里流转了近百亩土地发展山猪养殖。

“镇村干部要走上讲台给老百姓讲
政策，自己就要先学懂弄通大政方针，还
要转换成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用老百
姓喜闻乐见的形式。”田东介绍，讲习所
的开办，对村镇干部自身素质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对镇村两级干部队伍的建设
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村里能人讲技术
致富增收有办法

4月，草长莺飞，正是万物生长的季
节。

在泔溪镇，上万亩的农田里，无数只
蜜蜂来回穿梭，辛勤采蜜。

在“赶蜂人”蔡其君的眼里，这样的
景象就是秋日里稻谷满仓的丰收画面。

怎样区分弱蜂和强蜂？中蜂和意蜂
应该怎样区别？蜂群变黑了是怎么回

事……4月16日上午，数十位村民围聚
在泔溪镇泔溪村一组的一块田地里，正
集中学习养蜂的实用技术，讲课的正是

“赶蜂人”蔡其君。
泉孔村村民张丕光徒步近半小时，

特意赶到泔溪村听课。
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种植

苞谷、洋芋的张丕光，只能填饱肚子，家
徒四壁。

为了脱贫致富，2016年张丕光开始
养殖蜜蜂。

“养了20几桶，一个冬天就只剩6桶
了。”张丕光算了笔账：一桶蜜蜂值300
多元，损失了16桶，相当于一年打零工
的工钱打了水漂。

那段时间，看着蜂桶里苟延残喘的
蜜蜂，张丕光寝食难安。

讲习所开办的“百家讲坛”，让张丕
光看到了希望。

“养蜜蜂，过去我缺技术。过完冬
天，蜜蜂就死得差不多了。”如今，时常听
蔡其君在蜂桶旁“现身说法”，张丕光对
养好蜜蜂信心十足，“不到两个月，我的6
桶蜂子已经变成10桶了。”

“泔溪镇6个村，有3个村地处冷水
河河谷平地，还有3个村地处河谷两侧
的山上，适合发展多种种植和养殖产

业。”田东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以前村民
缺技术，过着穷日子，讲习所邀请各村的
致富能手上台讲技术，为各村的产业发
展“添砖加瓦”，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普通百姓话家常
邻里关系更和睦

如今，泔溪镇开设在田间地头的“百
家讲坛”已经开办了30多期，有1500多
人次参与其中。

在这30多期田坎上的“百家讲堂”
上，不仅是镇村干部、致富能手上台宣
讲，普通百姓也能上台讲故事。

“油盐酱醋、家长里短……都是身边
的事情，听着亲切，感受也真实。”郭敦双
告诉重庆日报记者，特别是被评为“酉阳
好人”的满延清，在“百家讲坛”的讲台上
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后，泔溪镇的百姓们
更是深有感触。

满延清，一个有44年党龄的老党
员，义务修路近20年，被百姓称为现代
版的“愚公”。

满延清出门，总是随身携带一把锄
头、一条铁锹、一把镰刀。路上看有凹凸
不平的地方，他就拿出锄头，修平整。

“人干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几十
年来一直干好事。”泔溪镇石洞村的一节
讲习课上，村民张仁志站在讲台上说，

“做事不求回报，埋头苦干，就是这位年
近80岁的老党员教给我的。”

在泔溪镇大阪村，很多村民都养
羊。羊要满山跑，糟蹋庄稼的事情时有
发生，村民也因此时有口角。

“远亲不如近邻，不要因为几棵庄稼
失了人情。”大阪村村民白荣珍站在讲台
上，她举例说，“如果哪天谁家发生火灾
了，要救火还得靠邻居。大家抬头不见
低头见，乡里乡亲的，无论以前有什么误
会，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相互谅解是关键，谁都不愿让自家
的羊去干这些事。”台下，养羊大户杨林
荣接过话茬说，“乡里乡亲，村里越和谐
发展就越好。”

讲习课上，村民纷纷上台说起自家
事，讲感受、谈体会，隔阂矛盾在消除，邻
里关系越来越融洽。

田坎上的“百家讲坛”
本报记者 陈维灯

4月13日，酉阳泔溪镇泉孔村，村里能人正在为村民讲解种植技术。
记者 谢智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