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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川南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徐
庆）9 月 21 日，华西城市读本记
者从泸州醉美城市公园管理有
限公司了解到，受汛期影响暂时
关闭的滨江路“飞机坝”停车场
已于9月20日起重新开放，目前
共提供约720个停车位，供各类
社会车辆停放。

据了解，今年 6 月 18 日，受
汛期影响，滨江路“飞机坝”停车

场关停，在“闭关”约3个月后重
新开放。目前，停车场收费系
统、路灯等主要设施已经恢复，
摄像头等部分设施正在进一步
恢复中，但不影响停车。

“飞机坝”停车场重新开放
后仍然执行白天免费停放，夜间
收费的规定。夜间收费时间为晚
上 7 点至次日早晨 7 点，收费标
准为小型车辆停放 2 元每两小

时、中型车辆停放3元每两小时，
停车时间超过两小时的每小时加
收1元，车辆临时进入停车场15
分钟内（含15分钟）免收停车费。

醉美城市公园管理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提醒广大车主，进
入“飞机坝”停车场停车请遵守
交通秩序，停放在停车线内，并
且留下挪车电话，以应对长江水
位再次上涨。

遗失声明
梁宗会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注册号：510521600336103）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当你渐渐遗忘了自己
的野心，开始对未知恐惧，
对舒适留恋，变得越来越
难成为一个勇敢者走上
探索的旅程。是时候放
了自己，趁现在，唤醒自
己的野心，拥抱自然，探
索未知，与福特翼虎一起

“趣野行”！遇见、认识更
好的自己。

此次翼虎百应同盟活
动开启各式野性十
足的精彩体验，北
京的车友伙伴们面
对全地形越野车挑
战项目，大家摩拳
擦掌，十分积极。

安全防护穿戴准备后，跨
上 ATV（全地形越野车），
在坡路障碍中开始享受着
引擎轰鸣带来的热血燃情
和机车强悍动力推背感带
来的极致畅爽动力。比赛
前日偶降小雨，赛道状态达
到最佳。马达轰鸣伴随泥
浆飞溅，大家全情投入，释
放自己，体验过程惊险刺
激、高潮迭起，大呼过瘾。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
者 马梦飞）为全面提高学
生的素养，树立学生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
探索德育活动的新形式，
自本学期开校起，内江二
中每周都会在全校学生中
开展“德育时空”活动。

“德育时空”活动，分
为“学唱经典歌曲”“诵读
经典美文”“选播时政要闻”
三个板块，每周星期一、星
期二、星期三下午利用10到
15分钟开展。活动主要由
艺体科负责，组织老师选编

材料，利用学校“星光之声”
广播站教唱、领读、播报。

学校对德育时空活动
的内容选择尤为重视。无
论歌曲、诗文还是新闻，都
积极向上，旨在让学生了
解优秀的传统文化、学习
文化知识、熏陶真善美、关
心国家大事。活动开展三
周以来，成效显著。相关
领导巡视检查发现，班主
任老师积极配合，同学们
认 真 投 入 ，或 读 或 唱 或
听。书声琅琅的校园，一
派蔚然景象。

内江二中：开展“德育时空”学习传统文化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
者 马梦飞）新生儿专用心
电监护仪主要适用于医疗
单位对新生儿的动态心电
图、呼吸、无创血压、血氧
饱和度、脉率、体温、呼吸
末二氧化碳、氧浓度生理
体征参数及呼吸窒息进行
监测。

为提高新生儿重症监
护的医疗质量水平，更加
密切关注新生儿病情变
化，提高治愈率。今年年8
月，内江资中县人民医院
新生儿科通过医院审批，
正式引进了10台专用新生
儿心电监护仪。它能随时
监测患儿生命体征，如心
率、呼吸、血压、经皮氧饱
和度，对新生儿的生命体

征，病情变化进行 24 小时
持续监测。

该监护仪有特殊的窒
息唤醒模式，当监护的新
生儿呼吸频率过低，且连
续超过窒息报警所设定的
时间时，唤醒器即通过振
动模式唤醒新生儿，并发
出报警音提示医护人员。
同时，系统支持按键和触
摸两种模式，可以方便快
速的让医护人员对患儿的
生命体征进行动态监护。

目前10台新生儿专用
监护仪已正式投入使用。
它们的引进和使用，将进
一步提高资中县人民医院
新生儿科重症监护水平和
保障，为新生儿健康保健
护航。

资中县人民医院引进新生儿心电监护仪

国庆中秋双节是选购
装修材料和家具的好时
机。中国瓷砖龙头企业广
东蒙娜丽莎集团在双节期
间（9 月 20-10 月 10日）举
行主题为“大贺华诞，金秋赏
新”的大型促销活动，推出
2017新品大荟萃，其中有代
表行业的划时代产品——罗
马超石代大板（1200mm×
2400mm规格）。

期间，有【赏新卡】优
惠，业主预购 50 元【赏新
卡】，活动当天进店即可获
赠价值 188 元金秋定制大
礼包，还可享有蒙娜丽莎
高端新品现金返现。同
时，蒙娜丽莎对旗下多款
高颜值高质量新品推出限

时心动价秒杀活动，更有
1200mm×2400mm 大板
上新大贺华诞！ 还有高达
5000 元的现金免单大礼，
消费者购满一定金额（不
同市场标准不同）参与抽
奖一次，多付多抽。除此
还有实物礼品。

蒙娜丽莎瓷砖还为多
个户型打造高级定制华诞
瓷砖包，消费者可以一站
式体验购买，所有瓷砖包
都会明码标原价！

蒙娜丽莎“罗马超石
代”系列，是以更高水平、
更新技术，再一次刷新“中
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的行
业高度，开创大规格陶瓷板
市场全新的商业蓝海。

中秋赏新
蒙娜丽莎国庆新品荟尚惠

跟随翼虎百应同盟 去探索未知的自己

泸州“飞机坝”重新开放
提供720余个车位

为了促进农业转型发展，隆
昌市以 5 大特色共同发力抓好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目前
各个项目都已初见成效。

生产模式“优”
以农业借给侧改革为统揽，

扎实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县建设
和内江市“12345”现代农业产业
提升行动，积极发展稻渔综合种
养殖模式，对原有高标准农田实
施产业化改造，配套完善农业基
础设施，发展以稻渔、稻虾等为
主的现代综合种养业。

品牌创建“绿”
围绕生态、绿色、有机主题，

全力打造特色品牌，着力构建
“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
品牌”优质农产品商标体系。目
前“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申报

数量已达30个。成功注册企业
品牌12个；正在申报两个区域公
用品牌，创建产品品牌6个。

产品加工“特”
着力培育优质稻、小龙虾、

茶油、核桃、果桑、血橙等特色农
产品精深加工，现有规模以上农
产品加工企业15家。目前正在
重点培育有机米加工企业，生产
高端生态优质米，配套完善渔类
产品的标准化车间、冷链物流等
设施设备，正在实施恒畅米业、诚
隆专合社生态精米加工厂项目。

产业融合“强”
以隆界快速通道为重点，充

分挖掘农耕文化、稻渔文化，集
中新农村建设、扶贫新村建设和
产村相融相关政策，拓展农业功
能，推进景区化建设和幸福美丽

新村建设，推动农业与旅游、教
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
建设现代农业田园综合体、农业
庄园、农业主题公园等特色节
点。目前已建成花漫水乡、蝶恋
花等农旅结合休闲农业主题公
园（农庄）26个。

主体培育“新”
大力培育龙头企业、专业合

作社、家庭，充分发挥新型经营
主体的引领带动作用。成立了
隆昌市众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隆昌市稻渔产业协会，统一对全
市 20 家专合社生产的生态、绿
色稻渔产品进行包装、销售。全
市现有省、地市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17 家
从事稻渔、精品果蔬、木本油料、
特色养殖等特色农产品生产。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马梦飞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刘
恪生）“这是我们做的《网络安全
为人民 网络安全靠人民》宣传
手册，现在使用网络都很普遍，
请拿回去给家人宣传一下……”
9月21日，自流井区在东方广场
大戏台举行“2017 年国家网络
安全宣传周”活动，10 余家市
级、区级部门和街道办的工作人
员向周围群众发放宣传手册。
据悉，本次活动累计发放 3500
余份网络安全宣传资料，接受约

1200人次群众咨询。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网络安

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现
场播放了网络安全宣传片，集中
开展网络安全宣传、网络安全问
答、创文知识竞赛、涉网违法犯
罪宣传、金融网络安全知识宣
传、青少年网络安全知识普及、
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知识宣传七
项活动，旨在发动全民广泛参与
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网
络安全知识，加强个人信息保

护，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
防护技能。

记者看到，活动现场人头
攒动，不少市民主动向工作人
员咨询网络安全事宜，积极参
与“创文”知识竞答。市民王阿
姨在认真阅读网络安全宣传手
册后称，“现在网络诈骗的事情
太多了，稍不留神就要上当，这
个册子相当于防骗指南，我要
把它带回去给全家人看，免得
上当受骗！”

突出“优、绿、特、强、新”

隆昌市强抓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自流井区启动2017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泸州滨江路“飞机坝”停车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