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房前屋后变整洁了，各条巷道
变干净了，水渠里没有垃圾了，邻里纠
纷也少了，守望相助也多了，铺张浪费
也少了，节约再利用也多了，大家的欢
声笑语也多起来了。”7 月 4 日，龙市镇龙
头村村民陈术菊开心地说道。

记者在龙市镇龙头村傲井院子看
到，经过环境整治提升的乡村老院已成
为省道合武路（合川至武胜）边的一道
靓丽风景，该院在实施农户立面改造与
庭院美化的同时，还对道路、池塘、院
坝、管道、荒坡等进行景区化打造，并将
农家废弃的石磨、瓦缸、猪槽、狗槽等器
物作为小品点缀其间，村民不仅在院里
生活，而且还经常开展各种各样的文娱
活动。

“龙头村不光‘面子’漂亮，‘里子’
也很实在。”区乡村振兴驻龙市镇工作
队队长唐红军介绍道，在对传统院落实
施环境整治提升的同时，龙头村还积极
探索“积分制+”乡村治理新模式，着力
提升基层自治民主管理水平，用积分催
生动力，用标兵激发争先，构建在村、组
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实行群众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
层社会治理工作体系，走出了一条基层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子，傲井院子就
是该村以“积分制+”助力乡村治理的一

个缩影。
据了 解 ，“ 积 分 制 + ”乡 村 治 理 新

模 式 的 主 题 包 括 勤 劳 致 富 、重 教 兴
家、技能学习、生态环境、良好家风、
社会公德等多方面内容，如家庭成员
中有入党、入团、参军的加 5 分；庭院
无散落垃圾，生产生活垃圾分类有序
的加 10 分；不搞封建迷信，不参加非
法宗教活动，无参与涉黑涉恶等行为
的 加 10 分 ；有 见 义 勇 为 事 迹 的 加 15

分等。
“积分制+”乡村治理新模式不仅鼓

励大伙怎样参与乡村治理挣积分、怎样
搞好乡村治理多积分，而且还让大伙养
成了文明、健康好习惯，让每个院子“面
子”“里子”都美起来，而这一切，都离不
开龙头村党支部和广大党员的带头引领
与广大村民积极参与。

“我们坚持做到党建引领、党员带
头，让每一个院落、每一户村民都参与

行动起来。”龙头村党支部书记喻其勇
告诉记者，该村建立“积分制+”乡村治
理新模式是以家庭为单位建立积分账
户，一户一册一门牌，家庭积分统一计
算、使用，严格按照《龙市镇积分制分值
参考标准》进行管理并考核兑现，用积
分兑换洗洁精、香皂等生活用品，将乡
村治理积分转换成实实在在的物质奖
励，极大地凝聚了民心，增强了村民参
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与自觉性。

“积分制+”让乡村美起来
——龙市镇龙头村乡村治理小记

○记者 周云 文/图

村民们开心地用积分兑换物品

绿水青山绿水青山 美好家园美好家园

本报讯（记者 刘鑫宇）6 月 28 日，
记者从区工投（集团）公司了解到，该
公司聚焦产业发展、企业需求、民生需
求，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园区承载
力。

聚焦产业发展，完善基础配套。该
公司加快园区内道路、污水处理、供电等

配套设施建设。今年来，完成沙马路上
跨三环高速桥工程，沙溪泵站及配套管
网工程完成管网施工，完成 E13 地块商
业配套项目正式用电外线通道建设，沙
溪中路、沙马路、沙北路路灯全部通电
亮灯。

聚焦企业需求，完善生产配套。该

公司为重点企业提供“不间断、无缝隙、
全程化、一对一”跟踪服务。帮助中科润
资整改维修 10 万平方米厂房及办公大
楼，修缮 214 套职工宿舍，增设双电源回
路、2000KV 变压器；重庆君道一期约 4
万平方米生产厂房全面建成。

聚 焦 民 生 需 求 ，完 善 生 活 配 套 。

该公司注重园区居民生活质量，积极
构建 15 分钟生活圈，投资 600 万元建
设的草街拓展区邻里中心主体工程已
完工，正在实施装修工程，建筑面积约
1700 平方米，项目涵盖园区商业及社
区服务、农贸市场等功能，预计 7 月底
全面完工。

区工投（集团）公司

完善配套设施 提升园区承载力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智能手机已经
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早上醒来，刷一会儿朋友圈；上班路
上，刷一会儿微博；到公司上厕所，刷一
会儿抖音；中午吃饭，看一会儿剧；下午
犯困，聊一会儿八卦；晚上回到家，打一
会儿游戏；睡觉前再刷一会儿朋友圈。

总感觉现在不是我们在玩手机，而
是手机在玩我们。从颈部疼痛到成瘾行
为，智能手机过度使用而导致的一些负
面后果，已经有目共睹。

如此看来，智能手机的出现，真的
让我们的生活更好了吗？或者说，如
果没有智能手机，我们的生活是否真
的更好？

为了科学、严谨地探究这一问题，德
国波鸿鲁尔大学（Ruhr-Universität Bo-
chum，RUB）心理健康研究和治疗中心
的心理学家们开展了一项实验性干预研
究。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近期的 Jour-
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上。

具体而言，研究人员招募了619人参
与实验，并将他们随机分成三组。其中
200人完全放弃智能手机一周；226人将
他们每天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减少一小
时；193人保持原来的智能手机使用习惯

而不做任何改变。
研究人员在干预实验一个月和四个

月后对所有参与者进行回访，以了解他
们的生活习惯和幸福感。具体问题包
括，他们现在是否参加了更多的体育活
动？他们现在每天抽多少支烟？他们对
自己现在的生活有多满意？他们是否表
现出任何焦虑或抑郁的迹象？

通过比较完全戒除智能手机与减少
每天看屏幕的时间，以及继续使用智能
手机的参与者生活状态的变化效果，研
究人员发现，减少智能手机的日常使用，
对一个人的幸福感会产生积极影响。

如果每天将智能手机使用时间减少
一小时，就能减少焦虑，提高生活满意
度。与此同时，生活满意度和体力活动
时间也增加了，抑郁和焦虑的症状以及
尼古丁的消耗量减少了。

而且研究结果还发现，为了拥有更
好、更满意的生活，以及更少的焦虑，没
有必要完全放弃使用智能手机。

从长远来看，为期一周的干预改变
了参与者的使用习惯，即使在实验结束
四个月后，完全戒除智能手机的小组成
员每天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平均比以前
少了38分钟；而在实验期间每天使用智

能手机时间减少了1小时的小组成员，在
四个月后每天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比之
前减少了45分钟。

研究论文作者、德国波鸿鲁尔大学
心理健康研究和治疗中心Julia Brailovs-
kaia博士总结道，“没有必要完全放弃智
能手机，找到一个最佳的每日使用时间
就好。”

“我们发现，完全放弃智能手机，或
将其每天使用时间减少一小时都对参与
者的生活方式和幸福感产生了积极影
响。”Julia Brailovskaia表示，“在减少使用
的组中，这些效果甚至持续更长时间，因
此比完全放弃组更稳定。”

平均而言，现代人每天花三个多小
时盯着智能手机屏幕。我们用手机查资
料、查地图、看电子邮件或天气、购物、阅
读新闻、看电影、在社交媒体上闲聊。

实际上，睡前甚至关灯躺下后使用
手机，是许多年轻人的普遍习惯。然
而，这种不健康的习惯可能会导致就睡
得晚、睡眠少、睡不好以及白天的疲倦
感增加。而睡眠在情绪认知功能中起
着重要作用，睡眠不足、睡眠受限和睡
眠障碍可能会对情绪和认知功能产生
负面影响。

玩手机越来越多，大家对其负面影
响的怀疑似乎是合理的。之前的相关研
究也表明，智能手机的使用与身体活动
减少、肥胖、颈部疼痛、表现受损和类似
成 瘾 的 行 为 等 问 题 有 关 。 正 如 Julia
Brailovskaia所说，“智能手机既是福也是
祸。”

而该最新研究表明，每天对花在智
能手机上的时间进行有意识和可控的变
化，可以促进主观幸福感（减少抑郁和焦
虑症状，减少使用问题的倾向，提高生活
满意度）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多的体
育活动，更少的吸烟行为）。

因此从长远来看，每天使用智能手
机的时间减少1小时就可以产生这种积
极的影响，当然，也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拒
绝手机。 （区科协供稿）

少玩手机，生活更幸福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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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

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拧紧
责任链条、层层传导压力，抓细抓实安
全生产各项工作，全面筑牢安全生产坚
固防线。要扎实抓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
治“百日行动”，坚持全面排查、精准排
查、科学排查，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
患。要毫不动摇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完善防控
措施，做到工作不放松、不走样。要进
一步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
力，确保出现紧急情况能够及时研判、
快速响应、迅速行动。要持续加强核酸
检测、集中隔离、医疗救治、物资保
障能力建设，不断提高社区管理服务
能力。要加强外来人员管理服务，严
把外防输入关口。要加快推进新冠病

毒 疫 苗 接 种 工 作 ， 构 筑 全 民 免 疫 屏
障。要加强宣传引导，提升群众防范
意识，自觉做好个人防护，筑牢群防
群治、联防联控严密防线。

会议听取了十五届区委第一轮巡察
综合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
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
优化巡察工作队伍结构，为全区巡察工

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要创新巡
察工作方法，推动巡察与审计结合，提
高巡察工作的针对性、精准性。被巡察
单位要扎实做好巡察整改“后半篇文
章”，分管区领导要亲自部署、亲自督
促，扎实抓好整改工作落地落实，努力
把整改成效转化为解决问题、推动工
作、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

有关区级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研究部署“三农”和安全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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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云 通讯
员 邓欢）昨日，记者从国家统
计局重庆调查总队下发的《关
于对重庆国家调查优秀调查
员予以表彰的通报》中获悉，
我区向均等7名基层调查员榜
上有名。

为夯实基层基础工作，提
高源头数据质量，调动调查员
干事创业热情，充分发挥先进
典型榜样带动和示范引领作
用，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
对重庆国家调查优秀调查员
予以表彰。我区荣获“重庆国
家调查优秀调查员”表彰的 7
名基层调查员是：大石街道卧
龙村农产量抽样调查员向均、
合阳城街道瑞山路社区劳动

力调查员刘亚林、三汇镇大田
村劳动力调查员朱小丽、隆兴
镇佛珠村主要畜禽监测调查
员宋跃均、钱塘镇高石村主要
畜禽监测调查员唐菊、合阳城
街道牟山社区居民收支调查
员黎柚君、香龙镇大垭村居民
收支调查员黄光。

又讯 为树立典型、弘扬
正气，进一步调动重庆国家调
查队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激
情，中共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
总队党组6月28日下发《关于
对重庆国家调查工作标兵等
予以表扬的通报》，国家统计
局合川调查队住户调查科科
长尹鸿斌被评为“重庆国家调
查工作标兵”称号。

我区7名基层调查员被评为
“重庆国家调查优秀调查员”

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7
月6日，区委退役军人事务工
作领导小组 2022 年第一次全
体（扩大）会议召开，区委副书
记、区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谢东主持会议并
讲话。他强调，要深刻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
作的重要论述，主动担当，积
极作为，进一步提升退役军人
保障和服务水平，切实增强退
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退役
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2022年
第一次全体会议精神，审议通过
了《区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
小组2022年工作要点及成员单
位任务分工》《合川区退役军人
服务和保障“十四五”规划》。

谢东强调，要深化思想认
识，准确把握抓好新时代退役
军人工作的新要求，对照职
责、理清思路、统筹谋划，切实

增强做好退役军人工作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要着眼大局，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注重退役
军人作用发挥，夯实服务保障
体系基础，不断提升退役军人
工作整体水平，引导全区广大
退役军人答好“忠诚卷”，始终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在基
层治理、乡村振兴、志愿服务、
国防动员等事业中发挥积极
作用，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再现新作为、再立新
功；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
化责任落实、部门联动、队伍
建设，凝聚退役军人工作整体
合力，提升管理能力和服务水
平，以实际行动关心关爱退役
军人，开创全区退役军人工作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
辉富，区委常委、区人武部大校
部长李锋斌，区政府副区长、区
公安局局长赵吉春参加会议。

谢东在区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
导小组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强调

准确把握退役军人工作新要求
提升退役军人保障和服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 周云）7月5
日，2022年区属国有企业经营
管理人才培训班在区委党校
开班，区属国有企业领导班子
成员、中层管理岗位负责人、
区国资委机关干部共 75 人参
加培训。

据了解，本次培训由区国
资委主办，从7月5日开班至7
月7日结束，培训为期3天，培

训内容包括：政府投资项目政
策解读、企业管理与文化建
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
设、国有企业对外参股投资监
管、企业投融资创新与路径选
择、新时期国有企业负责人企
业化与任期制等。重庆市国
资委、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
人及重庆大学、心智智库专家
应邀授课。

区属国有企业
经营管理人才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 甘晓伟）7
月6日，区委宣传部召开“党建
赋能·赶考亮卷”行动动员部
署大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时代是出卷人，我们
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和

“赶考”有关重要论述，传达学
习区“党建赋能·赶考亮卷”行
动动员部署大会会议精神，对
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达明
作动员讲话。

吴达明指出，全区宣传思
想战线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党建赋能·赶考亮卷”行
动的重要意义，在认识上再深
化、责任上再压实、任务上再细
化、行动上再加力，以“赶考之
心”答好“发展之卷”，守正创新

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工
作，为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
市凝心聚力、鼓劲加油。

吴达明要求，全区宣传思
想战线党员干部要围绕目标
任务，扎实开展“党建赋能·赶
考亮卷”行动，把岗位作为竞
技场，在改革中出新、磨砺中
出色、奋进中出彩；要压实工
作责任，进一步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把推进“党建赋能·赶
考亮卷”行动同喜迎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结合起来，同推动
宣传思想工作高质量发展结
合起来，同维护宣传思想领域
安全稳定结合起来，确保“党
建赋能·赶考亮卷”行动取得
实效，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干出
实绩。

吴达明在区委宣传部“党建赋能·赶
考亮卷”行动动员部署大会上要求

守正创新做好新时代新征程
宣传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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