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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红旭，男，现年35岁，
住大渡口区，2008年6月毕业于
重庆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大
学本科学历），2009年任育才小
学体育教师，入党积极分子，学
校人事干部，一级教师。2021
年 6 月 1 日因营救落水儿童牺
牲。

2．许林盛，男，现年30岁，
住巴南区，系巴南区典雅小学体
育老师，与王红旭系朋友关系。

3．张广荣，男，现年45岁，

住沙坪坝区，系重庆（香港）营销
策划顾问有限公司中原中新城
上城分行经理。

4．贺琴琴，女，现年30岁，
住九龙坡区，在九龙坡区某门诊
从事护士工作。

5．夏欢，女，现年32岁，住
九龙坡区，从事汽车配件批发工
作。

6．马波，男，现年34岁，住
九龙坡区，从事汽车配件批发工
作。

7．张亚，女，现年30岁，住
巴南区，大渡口区育才小学体育
老师。

8．张学峰，男，现年38岁，
住大渡口区，在长安汽车采购中
心工作。

9．李珊珊，女，现年29岁，
住大渡口区，系春晖路街道松青
路社区专职网格员。

10．余洪，男，现年 33 岁，
住九龙坡区，系重庆 ABB 变压
器有限公司员工。

王红旭等10名同志简介
（上接1版）

本报讯 （记者 黄兰清） 6
月8日，全区2021年下半年征兵工
作推进会召开，通报当前征兵形势，
部署下半年征兵任务。区委常委、
常务副区长、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徐晓勇，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
委、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吴若
嵩，区人武部部长、征兵工作领导小
组副组长岳群生出席会议。区征兵
工作领导小组、区征兵办相关人员，
各镇街专武部长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我区下半年征兵工
作的总体目标是，网上报名数不低
于征集任务数的6倍，共270人；上
站数不低于征集任务数的5倍，共
225人，将重点突出大学毕业生（含
研究生、本科毕业生、大专毕业生、
高职院校毕业生和成教类、自考类、
函授类同等学历大学毕业生）的征
集。

会议强调，为推动完成下半年
征集任务，各相关单位要抓好明确
任务分工、丰富宣传形式、抓好常态
落实、严肃追责问责等工作，切实开
展好6月集中组织的“征兵宣传月”
活动。

徐晓勇在会上表示，各相关单
位要高站位看责任，把征兵工作作
为当前的重要任务抓好；要高起点
做筹划，形成工作合力，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抓宣传发动，抓工作推进；
要高标准建机制，建立健全征兵工
作机制，抓好政策落实，坚持依法征

兵、廉洁征兵、阳光征兵；要高质量抓落实，在抓好规定任务
的同时，加强督导落实、情况反馈和检查考评。他强调，下
半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
感，千方百计、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廉洁务实贯彻落实好有
关精神，高标准完成市里下达的年度征兵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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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文琰） 6月
9日，中国书法家协会重庆调研座谈
会在我区召开。中国书协分党组副
书记、秘书长郑晓华一行来区调研，
听取重庆市中小学书法教育现状汇
报。市文联、市书协、市教科院、市
各中小学等相关负责人参加。

会上，市书协相关负责人汇报
了协会开展青少年书法教育工作情
况。近年来，重庆书协以书法教育
为龙头，以书法创作为中心，以学术
研究为重点，以人才发掘为急务，全
面推进重庆书法事业发展，形成了
重庆书法事业的基本格局、奠定了
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基础。市教科院
相关负责人汇报了教育系统中小学

书法教育工作情况，永川兴隆学校
等相关负责人汇报了学校书法教育
工作，新文艺组织、社会书法培训机
构相关负责人汇报了教学开展情
况。

认真听取汇报后，调研组肯定
了重庆书法工作。调研组认为，近
年来，重庆市对书法教育事业十分
重视，有规模、成系统、专业化，有理
念、有措施、有制度、有保障，同时注
重技术性、结构性、战略性。

座谈会前，调研组还实地参观
我区两所小学，了解了学校书法教
育理念、经验、做法及如何营造书香
校园氛围、开展书法特色教学活动
等。

在大渡口区实验小学新工校
区，调研组一行观摩了毛笔、硬笔书
法课。近年来，该校在“多维一体，
教育大渡”区域教育文化理念引领
下，秉持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山水”
文化，以“启慧”理念办学，着力打造
笃智笃行的教师团队，以“书法+”立
德树人策略育人，大力发展书法艺
术特色教育品牌。在大渡口区育才
小学，调研组一行了解了学校书法
课程的开展、师资配备等情况。近
年来，该校荣获“中国书法兰亭小
学”称号，在以“生命教育”为宗旨的

“让校园每一个生命都精彩”的办学
理念指引下，坚持走“书法兰亭品
牌”之路，特色突出成效明显。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本 报 讯 （记 者 胡 肖
艺） 6月9日，大渡口区防止司
法干预“三个规定”宣讲报告会
举行，区法院院长伍星作宣讲，
有关部门、镇街工作人员参加。

伍星结合《领导干部干预司
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
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
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
和责任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
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
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

的若干规定》等，对“三个规定”
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主要情
形等进行了细致宣讲，突出强调
领导干部遵守防止干预司法活
动“三个规定”的重要性，进一步
提高领导干部对执法司法工作
权威性和独立性的认识，起到了
很好的警示提醒和指导作用。

伍星说，“三个规定”是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重要
举措，是党中央关于司法领域的
重大决策部署。严格执行防止

干预司法“三个规定”是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定的需要，是执行党
规和宪法法律的需要，是满足人
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日益增长需
求的需要，也是保护司法人员依
法独立公正办案的需要。大家
要提高政治站位，扛起政治责
任，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认
真查纠整治“三个规定”存在的
问题，补短板、堵漏洞，增强贯彻
落实“三个规定”的思想自觉、政
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本报讯 （记者 李润梅） 分
享小故事，感悟大道理！6月10日，

“讲党史小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区
委组织部机关党史小故事演讲比赛
在党群服务中心举行，在思维碰撞
中学党史、悟思想，在今后工作中办
实事、开新局。区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刘德毅参加。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个个精
神饱满，以饱含深情的语言，或慷
慨激昂，或声情并茂，或娓娓道
来，既有先烈先辈坚定信念、不怕

牺牲的英勇事迹，也有新时代模
范先进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典
型故事。

《彭咏梧烈士的故事》《冰血水
门桥》《八子参军》《半条被子》
《雪国的篝火》《潜伏：在黑夜中梦
想着光》《黄旭华：深海利剑》《于
敏：中国氢弹之父 隐姓埋名 28
年》……

一个个令人动容的感人故事，
带领大家重温了那段艰苦奋斗、感
人至深的峥嵘岁月，深情地讴歌了

党的光辉历程和共产党员的先进事
迹。选手们的精彩演讲，赢得现场
阵阵掌声。

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比赛
为契机，认真学好党史，将党的红色
基因融入血脉，做到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坚定理
想信念，凝聚奋进力量。在今后的
工作中，将更严格的要求自己，更好
发挥自己的特长，为推动“高质量产
业之区、高品质宜居之城”建设贡献
自己的力量。

本报讯 （记者 李润
梅） 常态开展“马路办公”，
主动发现问题，查找短板和薄
弱环节，将问题解决在一线；
持续加强病媒生物防制，对所
有农贸市场进行不间断督
查……连日来，全区上下齐发
力、同推进，深入扎实抓好国
卫巩固提升工作。

记者了解到，近期，市容
环卫组、城中村及城乡结合部
卫生组对大滨路、跃进路、金
桥路、钢花路、翠柏路等主次
干道及沿线医院、农贸市场、
学校等重点场所周边和八桥
镇、跳磴镇城乡结合部开展巡
查5次，“马路办公”12次，修
复公厕设施19处，补栽苗木
4400平方米，公园病虫害防
治面积约4600平方米，公厕、

垃圾站和中转站等进行病媒
生物消杀800余次，整治维修
人车行道4518平方米、路缘
（边）石390米、护栏1023米，
施划停车位160个。

农贸市场卫生组每日对
所有农贸市场进行不间断督
查，6月2日前完成了所有农
贸市场新一轮病媒生物防制
工作，专人蹲守垃圾库和公共
厕所，持续保持环境整洁。

重点场所卫生组继续对
轻轨站、万吨农贸市场及周边

“五小店”进行巡查，加强新开
“五小店”动态监管和背街小
巷巡查等。

社区与窗口单位卫生组
持续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进
行环境卫生整治，加强清扫保
洁作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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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马路办公”
解决问题在一线

笔挥造化 翰墨飘香
中国书法家协会重庆调研座谈会在我区召开

大渡口严格执行防止司法干预“三个规定”

讲党史故事 传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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