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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重庆晚报讯 （记者 王乙
竹）昨天，市纪委监察局微信公众
号“风正巴渝”通报了我市两起执
纪审查中发现的市管干部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2017年 1月至6月，潼南区
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区长袁国

圣收受潼南区 15 名下属、1 名
企业负责人礼金共计人民币8.3
万元和 20张价值共计2万元的
提货卡。

2014年6月2015年9月，武
隆区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张晓
江不仅挥霍浪费13.9万元人民币

的公款，还长期占用江津区属国
有企业华信资产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的别克商务车。以上2人严
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且还
有其他违纪违法行为，已受到开
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

我市通报两起市管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周小
平）搭棚治丧扰民，该类投诉多
年来居高不下，渝北区拿出新
招！重庆晚报记者昨天从渝北
区民政局获悉，该区在全市率先
出台《文明治丧厅堂费补贴方
案》（简称《补贴方案》）。辖区居
民在渝北区内合法殡仪服务机
构治丧，可免除3天100平方米
（含）以内的厅堂服务费。

“希望这个政策能引导大
家文明治丧。”渝北区人和街道
万紫山社区居民王女士长期被
附近的频繁治丧所扰。她介
绍，社区旁的篮球场空地上频
繁举办丧葬活动，一周至少两
次，一次要闹三天。她说，更崩

溃的是，丧葬期间，每天凌晨4
点过到7点过，会不定时的放鞭
炮，吹唢呐，声音很大，长期睡
不好觉。“对于这种事情，本该
理解，但是丧葬活动噪音太大，
严重扰民！”

“治丧扰民是个老大难问
题，自重庆殡葬热线96000开通
以来，这类投诉一直居高不下，
占整个投诉的90%。”重庆市殡
葬事业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接到市民投诉，民政部门进
行劝解，但效果并不明显。“此次
渝北补贴方案的出台，希望引导
居民文明治丧。”该负责人称，如
果引导效果较好，该政策有望在
全市逐步推广。

杜绝丧事“乱劈柴”
渝北文明治丧出新招

视力模糊、
眼 晴 花 、飞 蚊
症、有重影，干
涩、迎风流泪、
糖 尿 病 眼 病 、
黄 斑 性 病 变

……，得了眼病真是痛苦，什么也看不清，
就怕越来越严重，最后失明！

相关医学科技研究所，针对中老年
人眼病的特点，利用小分子肽提取技术，
将羊胎盘、丹参、当归、蛭、蛇胆、铁皮石
斛等活血化淤、明目祛疾成份高效浓缩，
研制成“羊胎盘蛇胆小分子长效眼贴”，
多种老眼病，一贴就清楚，越贴越管用！

购买时请认准：相关医学科技研究
所研发，独家高科技术，全国统一价298
元/盒，谨防假冒！

为了让广大读者、眼病患者，最先
体验到医学科技这一全新研究成果，每
天前 100 名打进电话的顾客免费发放，
先试后买！

1、必须是真正有眼病的患者
2、白 内 障 、青 光 眼 、玻 璃 体 浑 浊 、

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
3、50岁以上老花眼、视力模糊、视力下

降，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先试后买！

好消息：眼病免费领

领取
热线：400-6262-505 13638694539

相关医学科技研究所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广告

电
话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m2，有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综 合 服 务

遗 失 公 告

綦江区页岩砖厂转让
綦江区永通建材有

限公司地处綦江区永城
镇境内，占地30亩，年产
页岩砖5000万块，设备
齐全、资源丰富、交通便
利（距高速路口1公里），
有意者请联系：
傅女士电话：13983265796

◆遗失重庆市黔江区塘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2017
年9月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4MA5UTLE83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黔江区塘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黔州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870001395601,帐号：
310001900920007729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黔江区塘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5002391055619）公章（编号：
5002391055618）发 票 专 用 章（ 编 号 ：
5002391055620）法人章（李胜林）各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市世坪森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解散清算组债权申报公告

经丰都县人民政府批准，重庆市世坪森林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31日实施解散清算。重
庆市世坪森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解散清算组作为重
庆市世坪森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解散清算的管理人，
依法负责债权登记、审查等工作。现特就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一、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
人申报债权，对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应提
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可以在解散清算企
业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部
分，不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
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召开，具体的会议时间、地址
及需带的材料等，可以电话咨询联系人。特此公告。
（联系人：秦晓琼 联系电话：18996881567）

2017年 12 月 27 日

通 告
凡是在2015年4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在荣昌区参加张文余的（荣昌区社会安全事件应急联

动指挥系统传输视频专网工程）打工的工友们，如有没有领取完工资的，请于2018年3月20日前与
重庆平湖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联系。联系人：代先生（电话：15826177776）。如在2018年3月20日前
不联系者视为自动放弃，与本公司及代先生无任何经济与法律责任，特此通告！

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夜艳娱乐城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冯路申请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因
无法通过邮寄和直接送达你单位，现依法公告送达渝
九劳人仲案字〔2017〕第1378号仲裁通知书、申请书
副本及出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开庭时间为2018年4
月2日10时30分。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城路71
号留学生创业园B1栋六楼本委4号仲裁庭，联系电
话：（023）61968938，经办仲裁员：赵惠明。如逾期未
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
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8年1月17日

转让公告
重庆海鼎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拟公开转让持有

重庆市三灵化肥有限责任公司的31.5%股权。有意
购买者，请于2018年1月31日前到重庆名言律师事
务所进行意向性登记，并了解转让标的相关情况。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得意世界C区11-5
联系人：程梦瑶，联系电话：023-63797661,18580139391

特此公告
重庆海鼎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津区培馨广告经营部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本，代码57717702一x声明作废●经营者胡德明遗失个体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500381604718789声明作废
重庆市璧山区民建房产信息咨询服务
部(普通合伙)(500227200003116)经
研究决定，拟注销。请债权债务人即
日起45日内到本企业办理债权债务
清偿手续。2018年1月16日
遗失麦克红康药房永川区年华药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00118MA5UC5512N）2008版
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5000154320发票
起止号02576760-02576769共10份正常空
白发票，及发票领购簿作废
遗失重庆市北碚区财明机械设备厂开
给重庆正川永成医药材料有限公司重
庆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5000172130发票号码00002863第二
联（发票联）及第三联（存根联）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兴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2331545531C)股东会研究
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东风南方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遗失重庆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渝东分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
扣联、发票联）1份，代码5000171130，号
码00848648，特此声明

重庆昆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2305180794M)遗
失公章,号:5001127014562及财务章,
号:5001127014563特此声明

无名尸体认领启事
2016年3月13日，120救护车护送一

名男婴（出生1天，体重1190g）到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经积极救治患儿终
因病笃医治无效于2016年4月25日死亡，
现尸体存放于医院太平间，至今无人认领，
现刊登认领启事。死者亲属或知情者速于
儿童医院联系（联系电话63760321），逾期
无人认领的，将按殡葬相关规定处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注销公告：重庆集信记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83395393206）经股东决定，拟将
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债务
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
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1月1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江涪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223007211059）股东会研究决
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北劳人仲案字〔2017〕第1305号

江西洪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于2017年8月22日受理的程健诉你司工伤保险待遇

争议一案，已于2017年12月20日开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
仲案字〔2017〕第1305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一、双方劳动关
系于2017年12月12日解除；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助金67392元、停工留薪期待遇30701元、住院护理费
3680元；三、驳回申请人的其它仲裁请求。上述第二项共计
101773元（大写：壹拾万零壹仟柒佰柒拾叁元整），被申请人应在
本裁决书生效后5日内一次性支付完毕。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
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的情形之一的，可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重庆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
方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8年1月17日

重庆市綦江区银盆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43295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德运物流有限公司渝BT2770营运证5000115041078遗失作
废。利仁公司渝BN5683营运证500110036069遗失作废。重庆百弘环卫有限公司南川分公司渝GA2968渝GA2763渝GA2932渝
GA2906渝GA2751渝GA2930渝GH2795渝GA2958渝GA2916以上车辆保险脱保请于登报之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国家税费，保险，
行驶证，运营证，车辆牌照未交回，逾期未完善，将向车管所，运管所申请道路营运证公告作废，后果自负。久旺物流公司渝C2089挂营
运证500382017608渝C82786营运证500382017606遗失 。久发长寿分公司渝BM0991营运证500115041505渝BT8092营运证
500115035290遗失作废。重庆光银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BF8092营运证500115026840遗失作废。速驰长寿分公司渝
A1P997营运证遗失作废。兆松公司渝BN6789营运证遗失。重庆奔峰物流有限公司渝A15H38营运证500110008392遗失。友鸿公
司渝BV5315营运证500110037222遗失作废。越发物流公司渝GB1372从即日起灭失注销作废。重庆骏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
AH599 挂营运证 500115048369 渝 AH566 挂营运证 500115048370 渝 A92H8 挂营运证 50011504678 渝 A76H9 挂营运证
500115047639渝AH673挂营运证 500115047838渝A88H5挂营运证500115044597渝AH989挂营运证500115047999渝AH898
挂营运证500115038661渝AH577挂营运证500115048368渝A89H8挂营运证500115043633渝A68H8挂营运证500115043631渝
A00H2挂营运证500115043704渝A1H00挂营运证500115045827渝AH868挂营运证500115048429遗失作废。重庆东能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长寿分公司渝A5H25挂营运证500115046758渝AH691挂营运证500115046862渝A07H7挂营运证500115046464渝A8H85挂营运
证500115046764渝A6H61挂营运证500115047175渝A6H63挂营运证500115047329渝A3H55挂营运证500115045817渝AH719
挂营运证500115045054渝A3H17挂营运证500115045049渝A98H9挂营运证500115044410渝AH533挂营运证500115045072渝
A99H1挂营运证500115045819渝A11H1挂营运证500115047740渝A2022挂营运证500115045398渝A0H90挂营运证500115043358
遗失作废。重庆尚善物流有限公司渝A22H9挂营运证500115048475 渝 AW589挂营运证500115048650 渝 A07H9挂营运证
500115048473渝AW099挂营运证500115048649遗失作废。速驰公司渝B79Q25营运证遗失作废。高宇公司渝BS1362营运证遗失。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黔江区祖祥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4MA5U56YQ6W）成员大会决议，
本合作社拟将成员出资总额从300万元减少为10万元。
请各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合作社申报债
权。 特此公告！ 2018年1月17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浩耐特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胡明航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案号为渝
北劳人案字〔2017〕第1934号。因工伤保险待遇争议一
案，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18年3月
21日下午14时00分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7室，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三号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
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1月17日

遗失2017.3.24核发的永川区景帆涂料厂个体户营业执照正副本
各1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8MA5UFTN517声明作废
遗失 2017.4.25 核发的永川区吉荣涂料厂个体户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各 1 个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00118MA5UJ9C91Y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八方来客餐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MA5U5YB97E）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
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1月17日

李明洪遗失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代码
250001290106号码00355061声明作废
李明洪遗失重庆市契税缴税证明，渝
地契税电：00192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宋 怀 广 不 慎 遗 失 合 格 证 两 张 ：合 格 证 流 水 号 45644375、

35736503，编号 YG186DHG0644375、YG189ZHG0636503，车架号
LZZ1BAGB2HE627597 公告车型整车 ZZ5047CCYF341CE143，底盘
ZZ1047F341CE145发动机型号CY4SK151发动机号17038412，特此声明作废

●荣怀汽车运输公司渝A365D0营运证500110022539遗失●公运綦江分公司渝BN6637营运证号500222037201遗失作废●公运长寿分公司渝BD0012营运证号500115035163遗失作废●重庆富进物流有限公司渝BT0267营运证500115017395遗失作废
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铂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郑立竹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

一案，案号为渝九劳人仲案字〔2016〕第2400号。
因无法通过邮寄送达和直接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上午9时30分在 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城路
71号B1栋6楼，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3号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仲裁庭组成人员仲
裁员：唐晓蓉，书记员：王诗莹）。无正当理由不到庭
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8年1月1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兴盛达房产信息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3052234405）
股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
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
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朱洲不慎遗失工程技术专业高级工程师资格证
（编号：NO.021401000208）声明作废◆罗绪钟遗失中学高级教师资格证书，编号010810000107声明作废◆重庆市渝中区纯美美容用品经营部，末经公安机
关备案自行刻制的公章、财务专用章申明作废。◆遗失2013年5月16日核发的重庆慕雅星河家居饰品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渝北 注册号：50011200017643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宝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0005868991634）发票号码0427714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昌州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朱沱店机构
信用代码证G11500118033490706作废◆遗失重庆益新字牌厂（微型企业）营业执照副本500224205177213
1-1-1和税务登记证正本500224322343073作废◆重庆轩通机电有限公司曲轴分厂遗失2011年4月26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00113300017051作废◆戴胜遗失余2008年1月7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执照(正本
及副本)注册号为51023219790720373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荣昌县荣玉种猪场税务登记证副本，号码：
510231195804162215，法定代表人 天富。声明作废。◆遗失2016-04-11九龙坡区工商分局核发九龙坡区渝伟
东餐馆个体营业执照正本500107607515895作废◆城口县张晓平水果经营部遗失2011年12月14曰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229600069069，声明作废。◆北京艺中宝富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注册号
500103310174781）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遗失作废。◆重庆市沙坪坝区科洋旅馆遗失重庆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手工
发票，代码150001620531，号码06150589-06150600作废◆遗失綦江区永城龙井山庄餐饮服务许可证正副
本（渝餐证字2015 500110 000039）声明作废◆陈丽玲遗失《护士执业证书》，证件编
号：201050000886，声明作废。◆重庆东海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冠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水晶郦城
分理处开户许可证J6530051177601，声明作废。◆遗失李飞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510224197012253552作废◆ 双缘发屋税务登记证副本510227195908058397遗失◆遗失隆永红从业资格证500230198309052372作废◆遗失渝中区民族路好运文化用品商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7898602声明作废◆屈燕（3楼G16）遗失重庆赛博迈特数码广场有限公司江北分
公司自律保证金收据，票据号0097605金额5仟元作废

◆ 南 岸 区 钰 鳞 烧 菜 馆 遗 失 国 税 发 票 号
10356754.10356756.10356757.10356758.声明作废◆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岸区支公司增
值税车险发票:发票代码5000171320号码07560425作废◆沙坪坝区唐建华副食店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600036744声明作废◆声明：重庆市梦渝园艺场遗失公章一
枚；祝晓燕私章一枚，声明作废◆肖福健（身份证510222197301292010）遗失残疾证声明作废◆遗失2016.4.20核发的重庆市永川区金银坡乾坤建材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各1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320333621F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江鸿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3834014115）声明作废◆重庆久福物流有限公司渝BZ5297营运证500110063704遗失作废◆余自强遗失重庆大学研究生学生证:编号20150702059作废◆遗失中国人寿财险渝APM448车增值税普通发
票一份代码5000171320号码04026338作废◆潼南区食面来福面馆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51022719760409191201遗失◆李丽511023198702078024身份证遗失登报◆遗失顾绍菊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2419640315046802作废◆遗失重庆荣彬广告有限公司组织机构
代码证副本08243301-X作废◆遗失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渝武钢管扣件
租赁站营业执照副本500901600022533作废◆遗失潼南县适居家政服务部税务登记证副
本（渝税字510227197307034882号)作废◆遗失石孝雄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63078126-1、税务登
记证国、地正副本51022219561115791501作废◆遗失2008-12-08发大足县丰硕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执照正副本
500225220080186、公章一枚，编号5002250055366作废◆遗失于正和营业执照正本500226600376944作废◆遗失永川区黄妈家餐馆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620410号码09299153、22854890-22854900作废◆遗失李昌玉营业执照副本500226608790184作废◆遗失中国人寿财保单一份，单证号渝1710176570作废◆重庆市铜梁区浩川建材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遗失作废◆遗失海南民生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在重庆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水木年华支行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46647201账号，50001086700052503221)声明作废。◆经营者吴秀芬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万瑞达百货超市
（2008.3.24）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6600162940声明作废◆孙朋波遗失厨师证（证书编号：1631001078408860）声明作废

古诗文背诵篇目
增加到72篇

据了解，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是这次课标修订的重点之
一。在“课内外读物建议”部分，除
保留原有《论语》《孟子》《庄子》外，
增加了《老子》《史记》等文化经典著
作，要求学生广泛阅读各类古诗文，
覆盖先秦到清末各个时期。同时，
还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专
题，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作品深
入学习研讨。将原标准“诵读篇目
的建议”改为“古诗文背诵推荐篇
目”，推荐篇目数量也从14篇（首）
增加到72篇（首），提高了学习要
求。重庆外国语学校教务处主任、
语文高级教师童朝阳表示：“以前
背诵篇目主要为古代散文、诗歌，现
在增加了文化典籍，内容更丰富，量

也有所增加，这就需要学生靠兴趣
去学习，而不是将其作为任务去完
成。”在新课标出炉后，学生们的学
习方式也要有所调整。“由于教材
容量和任务的加大，过去老师讲学
生听，或者老师组织学生讨论，今
后从课堂延伸到课外，从线下到
线上，还会借助网络学习。”

此外，美术、音乐、体育与健
康、数学等课标都增加了有关传
统文化教育内容。如美术课标增
设“中国书画”，内容涉及中国传
统绘画、书法、篆刻等经典作品欣
赏及传统画论，促进学生坚守中
国文化立场，增强文化自信。

语文课标设置
“革命传统作品”专题

加强革命传统教育也是本次

课标修订的又一个重点。语文、
历史、思想政治、音乐等课标都结
合学科自身特点，对革命传统教
育内容要求做了强化。

其中，要求学生在课内外广
泛阅读革命先辈的名篇诗作，阐
发革命精神的优秀论文与杂文，
以及关于革命传统的新闻、通讯、
演讲、述评等，课内外读物推荐篇
目涉及毛泽东诗词，以及鲁迅、郭
沫若、茅盾、巴金、艾青、臧克家、
贺敬之、郭小川、周立波等一批作
家反映革命传统的作品，让学生
充分体会崇高的革命情怀。

重庆晚报记者 王乙竹

想了解
更多详情，
请下载重庆
晚报慢新闻
APP

教育部印发高中新课标
古诗文背诵篇目增至72篇

重庆晚报讯 （记者 赵映
骥）昨天，重庆晚报记者从可靠
渠道获得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
息——在陕西省体育局刚公布
的《关于做好十四运群众比赛项
目设置对接工作的通知》中，将
电子竞技列为了群众比赛项目。

文件中没有对电子竞技单
独描述，而是直接和其他27个
群众体育项目共同描述为：“筹
委会群体工作部历时近两个月
的调研与摸底，经报筹委会分管
领导同意，建议十四运会群众比
赛项目在十三运的19个大项的
基础上，新增9个项目，共计28
个项目：攀岩、轮滑、羽毛球、乒
乓球……电子竞技、跳绳、自行
车、网球、门球。”

众所周知全运会是我国最
高水平、最高规模的综合性运动
会。从去年第十三届（天津）全
运会开始，全运会开始向群众体

育倾斜，增设了群众体育项目，
其影响力毋庸置疑。一旦电子
竞技真的成为全运会比赛项目，
这意味着电子竞技可以真正成
为一项社会各界认可的体育运
动项目。

就电子竞技拟进入下届全
运会一事，重庆晚报记者昨天第
一时间联系了陕西方面，一位不
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说：“群众
项目是基本定了，局里成立了相
关的部门在负责，陕西这边就项
目的设置达成了一致。”不过现
在距离十四运会还有4年，所以
电子竞技能否最终进入仍有变
数，这位知情人表示：“目前的项
目设置需要上报国家体育总局
审批，仍然存在变数。主要有两
方面的担心，一方面是担心社会
的影响，其次是电子竞技的具体
项目不大好定，因此体育局不好
官方回应此事。”

十四届全运会拟设电竞项目

重庆晚报记者昨天从教育部新闻办官方微信获悉，教育部日前印发了《普通高中课
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其中，语文课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
革命文化贯穿语文课程各部分，并设置学习专题，将原标准“诵读篇目的建议”改为“古
诗文背诵推荐篇目”，篇目数量也从14篇增加到7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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