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杨帮明于 2021年 8月 11日在重庆宏仁一医院住院
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050002000104，发票号码：
05050619（金额4437.60元），声明作废。

●遗失陈婧芝位于重庆市南川区恒大滨江左岸12-2-601房
首付款和契税收据，首付款收据编号：N0309192，金额231015.00
元（大写：贰拾叁万壹仟零拾伍元整），契税收据编码：N0309193，金
额23010.45元（大写:贰万叁仟零壹拾元肆角伍分整），声明遗失。

●遗失史明书残疾证，残疾证号：51232319630321423444，
特此声明。

便民服务台

根据《重庆市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
规定，经集体研究后，拟取消以下4家医疗机构医保定点资格：

南川区皮肤病防治院门诊部、重庆市南川区中桥乡卫生院
桥塘分院、南川曹仕孝中医内科诊所、重庆市南川区南城街道林
堡居委卫生室。

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1年9月1日至2021年9月7日。
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可向区医保局反映。受理电话64566377。

重庆市南川区医疗保障局
2021年9月1日

关于拟取消定点医疗机构的公示

根据《重庆市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和《重
庆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经申报初
审、实地查看、现场验收、多方评估和集体研究后，拟同意以下医
药机构纳入医保定点管理：

关于拟新增定点医药机构的公示

序
号
1
2
3
4
5
6
7

医药机构名称

卓氏中医诊所

南川刘能江诊所

重庆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

公司南川满庭芳店

重庆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

公司南川龙济小区店

重庆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

公司南川博翔誉峰店

重庆真心善美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南川区中央花园药店

重庆拓方善雨丽华大药房

序
号
8
9
10
11
12
13

医药机构名称

重庆市南川区福满堂大药房

重庆市金圣方大药房六十

八店

重庆市万和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南川区上海城店

重庆市万和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南川区南大街店

重庆和平药房南川区有限

责任公司香格里拉店

重庆和平药房南川区有限

责任公司香格里拉西苑店

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1年9月1日至2021年9月7日。
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可向区医保局反映。受理电话64566377。

重庆市南川区医疗保障局
2021年9月1日

本报讯 8月27日，区法院

举行家事调查调解员聘任仪式

暨岗前业务培训会。
聘任仪式上，民一庭副庭

长、家事合议庭员额法官严小光

宣读了《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
关于聘请周锡容等10人为家事

审判调查调解员的通知》。新受
聘的 10 名调解员通过自愿报

名、乡镇推荐的方式，从中选聘

具有热心调解工作、丰富基层工
作经验和较强调解工作能力的

基层工作人员、退休职工或妇女
工作者。

严小光对区法院家事纠纷

审判工作进行简要总结，并对家
事纠纷化解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梳理，就如何进一步开展好家事
调查调解工作向家事调查调解
员提出具体建议。

严小光根据多年家事纠纷

审判经验，结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相关法律法

规，对本届家事调查调解员进行
业务培训。家事调查调解员纷

纷发言，相互交流探讨，交换意

见建议。
家事调查调解员阳晓磊针

对调查调解工作中调查笔录、调
解笔录的撰写提出改进意见，还

就基层家事纠纷中较为常见的

离婚纠纷、抚养纠纷的矛盾化解
发表看法；家事调查调解员但美

霞针对家事纠纷调解工作中涉
及的非婚生子女权益保护问题

进行咨询。大家表示，将加强法

律学习特别是对民法典的学习，
提升法律素养，以便更好地开展

家事调查调解工作，化解基层矛

盾纠纷，促进家庭和睦幸福，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

（卢爽）

区法院新一批
家事调查调解员受聘“上岗”

8 月 30 日，一商家利用货运
三轮车在中心农贸市场门口占道
销售蔬菜，让进出口变得拥挤。

本报记者 摄

（上接第一版）
会议强调，“双减”工作事关

千家万户，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和重大民生工程。要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上来，切实抓紧抓好

“双减”工作，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健康成长。全面强化学校育
人主体地位，提高课堂教学质
量，持续降低作业负担和考试压
力，搞好课后服务，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深化高中阶段教育改革。着
力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坚持从严

治理，严格审批准入，加强有效

监管，构建良好教育生态。加强
组织领导，统筹学校、家庭、社会
力量，做好宣传引导，推动各项

任务落地见效。新学期开学在
即，要扎实做好学生返校和入学
组织工作，确保安全有序。

会议还听取了重庆市党政
代表团赴西藏昌都学习考察情
况汇报，研究进一步做好对口支
援和深化藏渝合作有关工作。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
（原载《重庆日报》8月 31

日1版）

本报讯（记者 李崎君）
8月 27日，记者在西城街道龙

济桥社区新建成的隆化实验幼
儿园分园看到，幼儿园主体建

筑已经全部装修完工，崭新的
桌椅被摆放进宽敞明亮的教

室，现代化建筑和完善的设施

让人眼前一亮。
“我们选择的桌椅都是环

保材料，还聘请了专业团队对

学校的各种环境指标进行了三

轮测试。”园长张忠于介绍，目
前，教室的整体布置和配套设

施已基本到位，生活区、游戏

区、运动区等区域正进行最后

的环境布置和保洁等工作，开

园前，他们将邀请家长代表到
校实地查看校园环境。

据了解，隆化实验幼儿园
分园按照标准化幼儿园建设，

设有活动室、功能室、医务室、

种植区、篮球场等，幼儿园现已

招 2个小班、1个中班、1个大

班，共 86名学生，有效缓解了
周边片区适龄儿童的就学压

力。

“在教学方面，我们也将不
断丰富教育内涵，提升保教质

量，努力办一所让社会认可、家

长满意、幼儿喜欢的优质幼儿

园。”张忠于说。
不止是隆化实验幼儿园分

园，近年来，我区逐步完善教育

结构体系，持续完善规划配置，

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同步规

划、同步建设、同步投用，新增
改建学校附设幼儿园18所，新

建城区公办园 6所，清理整顿

小区配套幼儿园32所，普惠性
幼儿园覆盖率稳定在 85%以

上，公办幼儿园占比保持在

50%以上。

隆化实验幼儿园分园开园

8月27日，隆化实验幼儿园分园，工作人员在开展保洁工作。
记者 李崎君 摄

区环卫所：

清扫校园
周边环境

8 月 27 日，区环卫所工作人员
对隆化三小校门口进行清洗。

近段时间，区环卫所工作人员
抓紧打扫校园周边环境卫生，营造
干净整洁的环境，迎接学生返校。

记者 唐湛 摄

■ 记者 刘晓娟

“有一种优秀叫习惯！有

一种力量叫坚持！”这是王思煜
一直坚信的一句话。

王思煜就读于隆化二小五
年级 3班，十分喜欢阅读和写
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书

虫”。在王思煜的卧室里，有一
个三层高的书架，书架里有作
文集、课外读物，也有经典名
著、故事集等各式各样的书
籍。王思煜说，书中自有黄

金屋，她喜欢徜徉在知识的海
洋里。

王思煜三岁开始阅读绘
本，上小学后就自己看书，如今
她一有时间就去图书馆和书店
看书，一读起书来就是几个小
时，每到周末和假期，上午做完

作业后，下午的时光她几乎都
“泡”在图书馆里。

良好的阅读习惯促进了王
思煜读写水平的提高。她也因

此先后获得“我为祖国点赞”读

书征文活动重庆市三等奖；南
川区第三教管中心“新时代好
少年”主题演讲比赛二等奖；学

校“美好生活劳动创造”演讲比
赛一等奖、现场作文大赛二等
奖，还被隆化二小评为“阅读之
星”“故事大王”等。

在学校里，王思煜勤学善

问，成绩名列前茅，在提高自
己成绩的同时，还经常帮助在
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她是老
师的得力小助手，协助老师
组织晨读和管理班级事务。
她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类活
动，参与小萝卜头红色讲解

员评选，为全校师生讲述革命
前辈的光荣事迹。她还被评
为南川区第三教育管理中心
优秀学生干部、隆化二小“优
秀班干部”。

在家里，王思煜乖巧懂事，
父母经常工作到很晚才回家，

她在完成家庭作业后，还会力

所能及地帮奶奶做一些家务，
照顾年幼的弟弟洗漱，减轻父

母的负担。

在书海中汲取成长力量
——记重庆市优秀少先队员王思煜

王思煜在作阅读笔记。 记者 刘晓娟 摄

本报讯 8月 25日，区消防

救援支队联合区市场监管局、文
旅委等部门结合“双随机一公开”

消防监管信息系统随机抽取的 8
月消防监督抽查单位名单开展消

防监督检查，进一步加强社会单
位消防安全管理，有效预防和遏

制各类火灾事故发生。

检查组先后来到新华酒店、
凯特酒店、天星两江假日酒店等

场所开展消防监督检查。重点对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否落实，防

火间距是否满足要求，火灾报警
系统、消火栓、灭火器等设施器材

设置是否完好有效、正常运行，消
防安全责任制是否明确并落实，

值班、巡查等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是否落实，员工是否具备发现和

消除火灾隐患、扑救初期火灾和

组织人员疏散的能力等方面进行
检查。针对发现的问题，检查组

及时予以指导，提出了相应的整

改建议，并要求各场所严格落实

消防每日巡查制度和消防安全责
任制，做好日常的自检自查和场

所内部的消防培训工作，积极开

展应急疏散演练，提高火灾逃生
能力。

下一步，区消防救援支队将
强化与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动协

作，定期开展“回头看”工作，积极
引导被检查单位落实好自身消防

安全责任，主动开展消防安全自
查自改工作，全力确保辖区消防

安全形势稳定。
（特约通讯员 邓川）

我区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检查

消防队员在检查酒店消防安全资料。 特约通讯员 邓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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