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取临时身份证领取临时身份证

本报讯 近日，开江县公
安局出入境户政管理大队在县
行政审批局公安窗口安装启用

“临时身份证制证一体机”，办
证时限由原来的1个工作日缩
短为 3 分钟即可拿证，真正实
现了“立等可取”还免收工本
费！

“临时身份证制证机”集
自动打印、自动送卡、自动覆
膜等功能于一体，实现了单张
临时身份证的全自动制证。

“原来的临时身份证制作流程

相对复杂，从受理业务到制
证、发证需要 1 个工作日。”开
江县公安局出入境户政管理
大队大队长姚娴告诉记者，如
今，本县户籍居民在申领、换
领、补领居民身份证期间，急
需使用身份证明时，只需要到
公安窗口后递交居民户口薄，
窗口工作人员核实信息无误
便立即制证、发证，避免了群
众办证、取证多次跑。

（王海淼 本 报 记 者
田乙斯 摄影报道）

开江县

办理临时身份证3分钟立等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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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童年·静待花开”是每一名幼
教人孜孜不倦、持之以恒追求的梦想。
全县各公民办幼儿园领导、教师代表参
观了该园丰富的展示活动，大家观看了
文艺汇演，观摩了绘画展，都对该园取
得的成效称赞不已。

29 日上午，该园还举行了早操、游
戏活动。骨干教师吴红梅展示了奥尔
夫音乐《丰收的果实》，教学副园长文海
燕介绍了幼儿园课程设置。下午在县
进修校，南师大宁谊幼教西南片区教研
中心主任、资深高级讲师何红梅作了

《关于学前教育去“小学化”的问题与思
考》的讲座；读懂儿童教育研究院培训
中心主任、高级讲师郝振博作了《如何

建立自主的区角游戏模式》的讲座。两
个不同层面的讲座带给与会者猛烈的
思想撞击，让大家更加明确：幼儿教育
应该以幼儿为中心，做到了解幼儿，发
自内心尊重幼儿，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
律，树立科学的教育思想，守护童年，静
待花开。

65年韶华可鉴，无私奉献；65年风
风雨雨，同舟共济；65年扎根教坛，一路
领先；65年齐心协力，再创佳绩。65年
的追求和探索，该园书写了一段光荣而
辉煌的历史，沉淀了一段丰富而醇厚的
岁月。“守护童年·静待花开”演绎着一
代代幼教人爱的奉献。
□文/图 李相芬 本报记者 刘礼全

守护童年 静待花开
——大竹县教科局幼儿园举行建园65周年素质教育成果展示

春华秋实六十五
载，桃李芬芳满园春。5
月 28 日—29 日，大竹
县教科局幼儿园举行了
“建园65周年启蒙性素
质教育成果展示会”，展
示大竹县教科局幼儿园
65年来为大竹县的学
前教育发展作出的重要
贡献。

65 年来，大竹县教科
局幼儿园始终坚持“先进
现代、一流高效”办园目
标，以“守护童年·静待花
开”为办园理念，培养童
趣、坚守童真、启发童智。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形
成了鲜明的办园特色，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充分发挥了
省级示范园的示范、辐射、
引领作用，为大竹县的学前
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

该园党支部书记、园长
蒲川岚向幼儿家长和各位
来宾细数了该园从1954年

创办幼儿园到三迁园址、再
到创建省级示范园的发展
历程；讲述了在各级领导及
历届家长的大力支持下，在
新老幼教工作者的甘苦、心
血与智慧中，经历不同时期
的风雨与浮光掠影，沐浴改
革开放强劲春风的创新与
跨越，留下了不同时代的鲜
明影像，形成了优良的治园
传统和鲜明的办园特色。
该园各时代的校友代表们
和输出的优秀人才，也纷纷
通过视频讲述了自己的成
长故事，为母校送上诚挚祝
福。

展示会寄语
““那时那时··那园那园··那人那人””表实感表实感A

在“守护童年·静待花开”的文艺汇
演活动中，幼儿、家长与老师们登台亮
相，用活泼欢快的舞蹈和天籁般的歌声，
展现自信的风采、追忆往昔岁月、表达对
幼儿园的美好祝福。每一个快乐的定
格，都为六十五周年成果展示会增添了
最华美的一笔。

六十五年是一首歌，孩子们用童
声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园歌》《老

师》，表达乐观和自信，不一样的曲目，
一样的共鸣嘹亮；六十五年是一幅画，
孩子们用童色绘摹《美丽家园》《炫彩
飞扬》《可爱娃娃》，畅想现在和未来，
不一样的容貌，一样美丽无敌；六十五
年是一台戏，老师和孩子们用童真编
演《灼灼芳华》《陪伴》《蜕变与飞翔》，
释放童心和快乐，不一样的演绎，一样
的妙趣横生！

全园总动员
“童声·童色·童真”演童年B

C 办学成果展果展
““名画名画··名课名课··名园名园””追梦路追梦路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达州机场建
设有限责任公司获悉，目前，达州机场
迁建项目地基处理工程已全面完成，土
石方工程现已完成的96%，正按计划开
展土石方工程扫尾工作，加紧实施护坡
排水工程。工程建设有序推进。

近日，记者在达州机场迁建项目施
工现场看到，不少挖掘机正在进行土石
方开挖作业。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达州
机场迁建项目最高填方 36.25 米，最大
挖方高 54.7 米，为典型的高填方机场。

由于场地内地基条件复杂，地基处理、土
石方及防护排水工程作业难度较大。该
负责人告诉记者，施工根据机场的使用
要求，将飞行区工程部位分为道槽区、边
坡区和土面区。地基处理工程主要采用
DDC桩、塑料排水板以及强夯置换等施
工工艺。为解决地下水问题，在各区冲
沟内设盲沟，沿冲沟地势将地下水疏排
至填筑体外。在建设管理中，紧紧围绕

“安全、文明、优质、高效”的建设理念，严
格按照施工图及规范要求进行管理，确

保工程质量、工期始终处于受控状态。
据了解，达州机场是四川省和我市

重点推进的重大项目之一。为适应我市
航空运输发展趋势，加快建成四川东出
北上的综合交通枢纽，2019 年 4 月，省
政府批复同意我市实施达州迁建机场航
站楼及配套设施扩建项目，与达州机场
迁建项目合并实施。达州机场迁建项目
位于达川区百节镇、石板镇和金垭镇交
界处，占地面积约2757亩。按满足年旅
客吞吐量 235 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

21000 吨 的 要 求 ，航 站 楼 面 积 扩 至
31600 平方米，站坪机位扩至 16 个，配
套建设生产、生活及公用设施。项目新
增用地约183亩，增加投资约7.92亿元。

(方樱燃 本报记者 江吉)

项目攻坚
在行动

地基处理工程已全面完成 土石方工程进入扫尾阶段

达州机场迁建工程建设有序推进

本报讯 6月3日上午，张小林等
27名被告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及开设赌场罪、聚众斗殴
罪等7项罪名案件在通川区人民法院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这是该院自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受理的一宗影
响较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该案由通川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通川区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
因该案涉案人员众多，社会影响极大，
案情复杂，随案移送卷宗材料多达 84
册，通川区法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
立了专案组，并由数名刑事审判资深法
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同时在全院抽
调 20 余名骨干力量全力协助办理该
案。同时，为充分保障庭审效率，该案
分别于4月9日至4月10日、5月10日
两次召开庭前会议，合议庭归纳了控辩
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保障庭审顺利进
行，省高院法警总队统一调度，在全省
范围内调集警力150余人，负责庭审现
场的安全保卫、人员疏导、突发情况处
置及交通管制等。

当日上午九点，庭审正式开始。
据公诉机关指控：自 2000 年以来，渠
县开始盛行以“扯马儿”“炸金花”“二
八杠”方式开设赌场，并出现为参赌人
员提供高利贷的人员，逐渐形成了以
张小林为首的专为参赌人员放高利贷
的犯罪组织。该组织头目张小林网罗
有违法犯罪前科人员、社会闲散人员

等在渠县开设赌场，大肆发放高利贷
聚敛财产，并有组织、有计划的实施故
意伤害、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聚众斗
殴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渠县的
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在渠县当地造
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小林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开设赌场
并在赌场高利放贷，持械聚众斗殴，随
意殴打他人和任意损毁公私财物，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强行索取他人财物，
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聚众斗殴，致
人重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
当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

设赌场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
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
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隆民万等骨干
分子以及代小川等一般参加者分别应
以相应涉及罪名追究刑事责任。

本次庭审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高校法学教授、分管“扫黑除恶”工作
的领导、媒体记者、群众代表等共计200
余人旁听庭审，市、区相关领导通过科技
法庭庭审直播系统在达州中院指挥中心
和通川区法院指挥中心远程观摩庭审。

因该案涉案人员较多，案情复杂，
预计庭审持续一周时间。
（郑滨 本报记者 闫军 摄影报道）

张小林等27人被控犯下开设赌场、放高利贷、敲诈勒索等七宗罪

通川区法院公开审理一起重大涉黑案件

本报讯 6 月 3 日，记者从相
关部门获悉，今年端午小长假期

（6 月 7 日至 9 日），高速公路不执
行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据交
管部门预测，今年端午期间，全省
高速公路车流量将达到 650 万辆
左右，同比去年同期上升 8.3%。
其中达州境内多条高速也将面临

“压力测试”。端午期间，达州境内
的高速公安将持续加大辖区高速
公路路面巡查力度，确保端午期间
高速交通秩序平安、有序、畅通。

高速公安提醒广大驾驶员，
要避开高峰时段、车流集中路段
出行，采取国道、快速通道和相邻
高速公路组合使用避堵等。

（杜毅 本报记者 程序）

今年端午小长假高速不免费
高速公安提醒：错峰出行

师生齐唱师生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

师生同台献艺师生同台献艺

让幼儿在游戏中学知识让幼儿在游戏中学知识

专家进行专题讲座专家进行专题讲座

开放式课堂教学开放式课堂教学

本报讯 近日，中华诗
词学会专家组对渠县创建

“中华诗词之乡”工作进行
考察验收。专家组认为，渠
县创建工作条件成熟、符合
标准，这标志着渠县被授予

“中国诗歌之乡”后，又顺利
通过了“中华诗词之乡”的
评审验收。

据了解，长期以来，渠
县突出文化强县的优先战
略，把诗教纳入文化强县规
划布局，搭建起了诗词与机
关文化建设、学校基础教
育、文化旅游发展、乡村文
化振兴相结合等“六进”的
立体舞台，促进了诗词文化
的繁荣发展。目前，渠县诗
词协会和渠江诗社有国家
级会员 13 人、省级会员 12
人、市县级会员 200 余人。
全县有文学（诗词）社 160
余个，创办《校刊》《企刊》

《会刊》《诗词简报》等 120
余种，今年新成立诗社或文
学社36个，为诗词发展注入
了持久动力。同时，通过持
续落实文艺精品项目资助，
持续举办“杨牧诗歌奖”和

“渠江文艺奖”评选、“大巴
山诗歌会”，持续出版《宕渠
诗丛》《渠江文艺》《濛山文艺》等力推佳
品新作，持续开展“诗歌进校园”活动等，
渠县诗词创作空前繁荣，诗词教育得到
了广泛普及。

（本报记者 田乙斯 特约记者
杨东 赵辉 廖亚飞）

（已编）渠县顺利通过“中华诗词之乡”创建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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