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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7月26日，重庆市规划局、
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特别推
出《重庆国防教育基地地图》，将全市所有的国家级和市
级国防教育基地一一罗列，为大家在国防教育基地进行
参观学习提供信息指引。

据悉，从2010年10月起，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先后
公布了三批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我市共有重庆红岩
革命历史博物馆、刘伯承同志纪念馆等9家基地上榜。近
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国防教育基地建设，越来越多的纪念
馆、烈士陵园、领袖故居等具有国防教育意义的基地走进
了山城百姓的生活中。2015年7月，市政府命名了40处
重庆市国防教育基地，为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增强广大干
部群众的国防观念，提供了众多主题鲜明、管理正规的国
防教育场所。

1.潼南 杨闇公同志旧居和陵园
杨闇公同志旧居位于潼南城区西北的双江古镇，是

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及其胞兄杨闇公的出生地。旧居是典

型的四合院布局，古朴典雅，是西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清
代建筑之一。杨闇公陵园位于潼南尖山子上，建于1986
年，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陵园内分为
入口休憩区、陵园瞻仰区、展览办公区和森林公园区几大
部分，与杨闇公旧居一起成为了重庆重要的国防教育基
地。

2.江津 聂荣臻元帅陈列馆
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位于江津几江城区西郊，背倚青

山、面临长江，由主馆和铜像广场组成。铜像广场宽阔平
坦，两组大型浮雕分列左右，聂帅铜像耸立中央。主馆气
势恢弘，展厅宽阔、展线流畅，以生动的图片、丰富的文物
和翔实的史料，以及40余件国防科技成果模型和西昌卫
星发射演示模型，再现了聂荣臻元帅为民族的独立和解
放，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出生入死、呕心沥血那些感人至深
的事迹。

3.合川 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博物馆
钓鱼城是宋元时期的古战场，见证了宋蒙大军激战

数十年的历史。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博物馆利用清代所建
护国寺、忠义祠改建而成，现有宋代刀剑、瓷器、钱币、金
属饰器和当今名人书画藏品近千件。博物馆分为三个陈
列室，陈列内容以宋蒙战争钓鱼城抗战史为主线，共分

“古战史上的奇迹”“典型的军事设施”“文物与文献资料”
“历史人物”“古今吟咏”五个部分。

4.万州 民国场军民抢险纪念碑
民国场军民抢险纪念碑位于万州铁峰山下民国场

旧址处，是为了纪念虎头寨山整体滑坡而修建。2004
年9月5日，万州铁峰乡虎头寨山突现山体滑坡的前兆，
参加万开高速公路建设的武警交通第三支队的官兵立
即赶到现场，冒着生命危险疏散了1256名群众，就在25
分钟后，虎头寨山整体滑坡，所有人员却无一人伤亡。
纪念碑矗立在青山绿水间，格外耀眼，它向人们默默地
讲述着当年子弟兵奋不顾身抢救群众的动人故事。

5.九龙坡 重庆巴人博物馆
巴人博物馆是国内唯一专门展示巴人历史文化的博

物馆，坐落在九龙坡区的巴国城中心，其建筑外形为仿古
城楼。博物馆内陈列布展以考古发掘为依据，以科学真
实为原则，以生动通俗为目标，集历史性、趣味性、艺术
性、参与性为一体。馆内主要有巴人船棺、青铜器、陶器、
石器、玉器、杂类等文物藏品共计1000余件，为观众全面
展示和了解、感受、体验巴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场所。

重庆国防教育基地分布情况（含国家级、市级）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7月26日，记
者从大足区农委获悉，随着气温升高，降水偏
少，该区部分水稻田块已出现脱水干裂情
况。最近，该委分派农技专家前往拾万、国梁
等水稻种植重点镇街，开展水稻抗旱指导。

在拾万镇八埝村水稻高产核心示范
区，农技专家来到种植大户付成华的田地
里，现场考察了土壤情况。专家发现有些
地块已基本干裂，提醒付成华应及时从河
里抽水进行灌溉。

该委高级农艺师肖方国介绍，大足区是
全市水稻主产区之一，水稻产量占全区粮食
总产量的60%左右。“最近晴热少雨，土壤失
墒加快，伏旱加重，对水稻生长十分不利，还
将直接影响到水稻的产量和质量。”肖方国认
为，目前水稻抗旱应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
是千方百计蓄水抗旱，要充分调剂江河、塘、
库、堰等工程蓄水水源对农田进行灌溉，并筑
牢田边，防止稻田漏水；二是水稻进入抽穗开
花至乳熟期要注意干湿灌溉，保持土壤湿润，
完熟期不能过早断水，防止青枯逼熟。此外，
还要切实加强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稻瘟病等
病虫害的监测和预报，大力推广高效、低毒、
低残留农药、生物制剂及新型药械，加强专业
化统防统治，减轻病虫危害，把损失降低到最
低限度。

大足区部分水稻田块脱水干裂

农技专家到田间
开展抗旱指导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为应对
今年严峻的防汛抗旱形势，7月26日，
重庆警备区与市水利局共同召开防汛
抗旱防灾减灾工作专题对接与座谈会
议，双方约定军地协同，并肩作战，做
好防汛抗旱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市防汛抗旱抢险中心主任孙金

平表示，当前仍处在主汛期，防汛抗
旱形势仍然十分严峻，重庆警备区是
防汛抗旱抢险救灾的一支重要力量，
只有军地协同，并肩作战，做好防汛

抗旱工作。据了解，为加强我市抗洪
抢险力量建设，市水利局已陆续为重
庆警备区所属应急救援队伍配备了
大型照明设备、气垫船、应急钢桥、应
急排水车、冲锋舟等抗洪抢险应急救
援装备。

重庆警备区与重庆市水利局共商防汛抗旱防灾减灾工作

军地协同做好防汛抗旱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记者7月
26日从市经信委获悉，按照市委市政府不
拉闸限电的总体要求和部署，市经信委会
同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各发电集团，积
极寻求国家发改委、国网公司、中铁总公
司、神华集团、陕煤集团等部门和单位的
支持，争取度夏外购电资源和通道、落实
煤源及铁路运力计划、建立电煤储备机
制，多措并举积极应对度夏用电高峰的到

来。截至7月25日，全市主力电厂存煤达
到261.8万吨，能够保障高峰期平均用量
1个月以上的耗煤。

7月12日入伏以来，我市用电负荷连续
攀升。7月25日，市电力公司统调电网最高
负荷达到1707万千瓦，同比增长10.8%，
日电量为 3.4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2%。从未来一段时间天气预测来看，
预计统调最高负荷将达到1800万千瓦左右。

市经信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市目前
最大发购电能力约2200万千瓦，其中火
电机组最大出力约1400万千瓦，水电来
水基本正常情况下最大出力约400万千
瓦，用满通道安排外购电约400万千瓦。
若考虑水电出力下降，网内供应能力约
2000万千瓦，可以保证电力供需平衡。

事实上，针对去年度夏后特别是去冬今
春的电煤供应紧张状况，我市3月份就研究

调整了《2017年电力电煤平衡方案》。该方
案预计2017年我市统调电网发购电量750
亿千瓦时，增长3.5%左右，其中外购电
212亿千瓦时；水、风电及地网公司上网
164亿千瓦时；火电发电374亿千瓦时。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截至7月25
日，全市主力电厂存煤261.8万吨，比去年
同期增加112万吨，可供我市主力电厂高
负荷发电34天。

我市多措并举
确保电力电煤顺利迎峰度夏

7 月 26 日，江北区江北
嘴中建二局俊豪项目部，医
务人员在下午休息时间为工
人们送清凉。连日来，我市
主城各大工程施工单位在实
行错时上下班的同时，还开
展送清凉送关爱等活动，为
一线工人在炎热天气里的身
体健康保驾护航。

记者 崔力 摄

工地送关爱

本报讯 （记者 颜安）“大爷，今后我就是您的家庭医生了，健
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我。”7月25日，南川区鸣玉镇石龙
村，由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医生组成的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来到村里，
与当地村民进行“一对一”签约服务。

“家庭医生不但免费给我们体检身体，还主动关心我们的饮食
起居，真是太贴心了！”71岁的村民陈兴奎说起家庭医生时，竖起了
大拇指。

据悉，今年南川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作为重要的民生工作加以
推进，此次集中签约共涉及4个医生团队，上万群众受益。

南川区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由1名
二级医院医生、1-2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生、1名公共卫生人员、1
名护士、1名乡村医生组成。其中二级医院医生负责转诊病人的诊
断把关，并为签约居民定期提供预约门诊服务等；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医生详细掌握签约居民的健康状况，建立并主动使用居民健康档
案；其他成员则负责管理、维护签约对象健康档案，提供常见病、多
发病的诊治及咨询等。

今年，该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象中的重特大疾病及慢性病
患者、老年人、孕产妇、儿童、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将
达60%以上，建卡贫困户、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签约服务覆盖率将
达到100%。预计到2020年，该区将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
盖，基本形成基层首诊、急慢分诊、上下联动、双向转诊的分级诊疗
格局。

南川推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上万群众有了“私人医生”

本报讯 （记者 白麟）7月26日，记者从市地震局获悉，近期，
我市将举办2017重庆市中学生防灾救灾知识竞赛、“张衡杯”四直
辖市中学生防震减灾知识竞赛，并通过相关活动向广大中学生普及
防震、防灾知识。

2017重庆市中学生防灾救灾知识竞赛，由市地震局联合市教
委、市气象局举办，我市共有来自各区县的19个中学生代表队参
赛。经过前期角逐，清华中学、石柱中学等6支队伍脱颖而出，他们
将于7月28日进行总决赛。其冠亚军队伍，还将代表我市中学生，
参加“张衡杯”四直辖市中学生防震减灾知识竞赛。

“张衡杯”四直辖市中学生防震减灾知识竞赛将于8月10日在
重庆市自然博物馆举行。届时，四直辖市将各自派出两只参赛队，
我市各区县地震工作部门和46所市级防震减灾科普示范校代表将
到场观摩。据了解，本届“张衡杯”赛为第二届，在2016年上海举办
的第一届“张衡杯”赛中，重庆市实验中学（巴南）代表队获银奖，江
津区田家炳中学代表队获铜奖。

我市将举行“张衡杯”四直辖市
中学生防震减灾知识竞赛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7月26日九龙坡区宣布，该区斥资
近2亿元打造的人才服务联盟平台即将于8月2日正式投入运营，为
我市创新创业就业提供链条式服务。

人才服务联盟平台项目位于杨家坪核心商圈保利花半里时代
广场，占地面积近万平方米。平台按照“一网三平台一中心”建设布
局，其中“一网”即建成全域人才在线精准匹配和交付对接网络平
台；“三平台”即建成公共人才市场和中高端人才寻猎平台、创新创
业导师团队人才培训平台、创新创业人才聚集交流和孵化平台；“一
中心”即策划运营中心。

“针对传统人才服务模式与信息时代不相适应的问题，平台将
在创新、创业、就业等方面进行供需双方精准匹配，并开展引进、引
领、培育、就业辅导等链条式服务。”九龙坡区人社局负责人介绍，正
式运营后，平台将推出创新创业培训、创新创业大赛、人才创业孵
化、建立核心员工培训体系、搭建开放对话沙龙等十大特色项目。

记者了解到，北京创业大街首家众创空间——车库咖啡已入
驻平台。车库咖啡以咖啡厅为载体，将为早期的创业团队提供价
格低廉的办公环境，并为创新创业者匹配合伙人，对接技术、资金
等要素。

九龙坡区人才服务联盟平台即将启动

咖啡馆变创业平台

12年质保免费上门服务

POVA 普洛瓦

感 受 德 国 科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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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公告
2017.7.27

刊登电话：18623455951 13808381333

陈有全、姚明、黄永良：本院受理陈德华诉你们合伙协议纠纷一案，
已作出（2016）渝0109民初5397号民事判决书。限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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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沙沙：本院受理唐渝婷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及简转普
裁定，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

刘之虎：本院受理徐太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送达（2016）渝0109民初83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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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先明：本院受理的原告重庆茂金置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文先明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普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九时三十分在本院四楼第
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

周晓辉：本院受理杨国祥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7）渝0109民初1907号民事判决书。内
容：一、被告周晓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杨国祥归还
借款本金10000元。二、驳回原告杨国祥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

王小钢：本院于2015年11月12日作出的（2015）碚法民初字第
05325号民事判决书中文字上有笔误，应予补正，依照《中国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裁定如下：该判
决书中所涉及的“身份证号码为510226196804031630的王小
刚”，现更正为“王小钢”。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5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重庆森汇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被遗失的商业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
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7月
24日判决：一、商业承兑汇票（出票人重庆四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持 票 人 重 庆 森 汇 机 械 制 造 有 限 公 司 ，票 据 编 号 为
0010006224757451，金额为236509.25元）无效。二、自本判决
公告之日起，申请人重庆森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
求支付。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

田晓玲：本院受理重庆锦绣山庄网络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案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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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

秦浩洋：本院受理的成都神钢建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融资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要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返还挖掘机，支付到期租
金及违约金等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渝0109民初
857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13法庭开庭审理。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

近日，在万盛经开区南桐镇采煤沉陷区集中迁建房项目——南桐
花园小区，色彩靓丽的楼房矗立在眼前。该小区总建筑面积31.22万
平方米，涉及迁建房3336套、10675人，目前已全部竣工并通过验收，
近期可分房。该小区不仅设置公益幼儿园、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羽毛
球场、农贸市场等生活配套设施，还设有727个绿色环保停车位。

万盛是老工矿区，自1938年成规模开采煤炭资源以来，形成了
大面积的采煤沉陷区。近年来，万盛经开区与重庆能源南桐矿业公
司把消除采煤沉陷区群众居住安全隐患作为头等大事，强力推进采
煤沉陷区受损农房集中迁建房项目。

记者 熊明 通讯员 娄亚梅 摄

万盛加强采煤沉陷区
农村危房安置房建设

我市发布国防教育基地地图

序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级别

市
级

区县
渝中

渝中

渝中

江北

沙坪坝

沙坪坝

沙坪坝

沙坪坝

沙坪坝

九龙坡

九龙坡

基地名称
重庆市少年宫

重庆市民防宣教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13
集团军军史馆

重庆科技馆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

重庆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
学院院史馆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
学院训练基地

重庆市沙坪坝区五云山寨
学生素质教育基地

重庆巴人博物馆

刘伯承六店旧居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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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级别

市
级

区县
渝北

渝北

江津
南川
綦江
大足
璧山
荣昌
城口
城口
丰都
奉节
石柱

秀山

酉阳
酉阳

基地名称
渝北区国防教育文化长廊

中华职业教育社历史陈列馆
暨于学忠将军故居

聂荣臻元帅故居
南川国防教育基地
綦江区石壕红军烈士墓
大足区烈士陵园
璧山区烈士陵园
荣昌区革命烈士陵园
城口县苏维埃政权纪念公园
城口县红军纪念公园
丰都县革命烈士陵园
彭咏梧烈士陵园
石柱县革命烈士陵园

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二野”
司令部洪安旧址及进军大西
南陈列馆

赵世炎烈士纪念馆
南腰界革命根据地遗址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级别

国
家
级

市
级

区县

万州

渝中/沙坪坝

南岸

北碚

江津

合川

铜梁

潼南

开州

万州

万州

涪陵

渝中

基地名称

万州西山公园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重庆市国防教育中心

张自忠烈士陵园

聂荣臻元帅陈列馆

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博物馆

邱少云烈士纪念馆

杨闇公同志旧居和陵园

刘伯承同志纪念馆

万州革命烈士陵园

民国场军民抢险纪念碑

涪陵革命烈士陵园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
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