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梦想课堂和梦想沙龙11月安排

梦
想
课
堂

梦想
沙龙

时 间

11月10日9：30－11：00

11月10日14：30—16：00

11月10日8：30—10：30

11月10日10：00-11：00

11月15日9：00—11：00

11月15日9：00-11：00

11月15日14：30-15：30

11月15日9：30-10：30

11月16日9：00-11：00

11月16日9：30—10：30

11月17日9：00-11：00

11月17日10：00—11：30

11月17日15：00-16：00

11月18日14：30-16：00

11月19日9：30—11：00

11月19日15：00—16：30

11月20日9：00-12：00

11月20日9：00-11：00

11月20日9：30-11：00

11月20日10：00-12：00

11月20日14：00—16：00

11月21日15：00-17：00

11月21日14：30-16：00

11月22日9：30-10：30

11月23日9：00-11：00

11月25日9：30-10：30

11月25日14：30-16：30

11月27日14：00-16：00

11月27日9：30-11：00

11月30日9：00—11：00

11月10日14：30-17：30

11月17日15：00—17：00

内 容

时事课堂：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

时事课堂：“巾帼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铜梁区送党的十九大精神进村社活动

时事课堂：贯彻新思想，迈上新征程——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家庭课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好家风专题讲座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精神进社区

时事课堂：学习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

时事课堂：“新时代，新征程”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时事课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文化自信

励志课堂：我们的乡贤我们评——践行新思想 实现新作为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知识讲座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专题学习

励志课堂：怀揣梦想进入新时代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精神在身边

时事课堂：努力做到脱真贫、真脱贫——脱贫攻坚大讲堂

爱生活课堂：增强全社会文明程度从我做起之文明素质培训课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齐心协力奔小康

环保课堂：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共铸美丽中国梦——“绿色环保，美丽家园”知识讲座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知识讲座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学习会

励志课堂：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做有梦想中国人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

法制课堂：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共建法治中国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民生问题

互动课堂：百姓话说十九大

时事课堂：十九大·中国梦·我的梦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乡村振兴战略篇

时事课堂：完整、准确、科学理解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部署

时事课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党员干部课堂：“缅怀革命先烈，弘扬民族精神”——“11·27烈士殉难日”纪念活动

时事课堂：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文化沙龙】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文化自信

“榜样面对面”——分享你我的故事

地 点

万州区高笋塘社区大会议室

铜梁区巴川街道正街社区

云阳县双江街道蜀光社区会议室

璧山区河边镇复兴村会议室

潼南区桂林街道井田社区会议室

綦江区文化街道双龙社区会议室

沙坪坝区覃家岗街道梨树湾村三楼会议室

大渡口平安社区梦想课堂学习室

石柱县中益乡坪坝村会议室

南川区东城街道皂桷井社区会议室

璧山区大路街道接龙社区会议室

南岸区海棠溪街道四公里社区会议室

巴南区麻柳嘴镇望江村会议室

巫溪县中岗乡渔沙村会议室

南川区东城街道皂桷井社区

江津区几江街道小西门社区

奉节县公平镇生辉广场

巫溪县柏杨街道新华社区会议室

渝北区双凤桥街道安康路社区大会议室

渝北区龙塔街道龙头寺社区多功能室

彭水县汉葭街道文庙社区梦想课堂

大足区玉龙镇大会议室

大渡口区八桥镇双林社区会议室

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海社区多功能室

涪陵区崇义街道皮家街社区会议室

北碚区澄江镇北泉村会议室

渝中区文图大厦7楼学术报告厅

云阳县平安镇白龙社区大会议室

重庆烈士墓红岩魂广场

合川区古楼镇摇金村

涪陵天心书院梦想沙龙

江津区文化中心

■推荐观赏红叶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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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尽在《上游新闻》

身边事

本报讯 （记者 顾晓娟）昨天，重庆各
地持续晴好天气，特别到了下午，阳光卯足
了劲儿。重庆市气象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
15时，全市大部气温在21-27℃之间，开州
全市最高 26.9℃，主城气温也达到了
24.5℃。

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重庆各
地仍将持续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但今天夜间
开始，重庆大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降
温天气过程，全市最高气温也将由今日的
27℃跌至21℃左右。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8日夜间到9日白天，西部地区多云转阴

天，其余地区多云，坪坝河谷地区早上有
雾。大部地区气温12～25℃，城口及东南部
8～22℃。主城区：多云转阴天，15～24℃。

9日夜间到10日白天，各地小雨，局地
中雨。大部地区气温 12～22℃，城口及东
南部10～17℃。主城区：小雨，15～21℃。

10日夜间到11日白天，各地小雨。大
部地区气温 11～19℃，城口及东南部 9～
15℃。主城区：小雨，14～17℃。

光荣榜
1.11月3日，乘客赵先生乘坐金建公司

车牌号为渝B9T952出租汽车，从红旗河沟
两江酒店至华润中央公园，将装有现金
3000 多元、身份证和银行卡的钱包落在车
上，驾驶员肖飞师傅通过96096与乘客取得
联系，将钱包送还乘客。

2.10 月 30 日，乘客曹先生乘坐国泰公
司车牌号为渝B00T50出租汽车，将重要的
资料遗失在车上，驾驶员李泽恩主动联系乘
客并送还失物，乘客特地对驾驶员提出表
扬。

3.11月5日，工贸公司出租车渝B92T21
驾驶员杜献民，在车内拾到一个黑色钱包，

内有：身份证（杨盛杰）、银行卡及部分现金，
失主可前来出租汽车失物招领中心认领。

4.10月30日，鑫隆达公司渝A8T980驾
驶员李久恩，拾到保时捷车钥匙一把，失主
可到主城区出租汽车失物招领中心认领。

曝光台
1.11 月 2 日，渝 B39T99 驾驶员黄某因

被乘客投诉在渝北西南政法大学存在不文
明服务，经调查属实，黄某被行政罚款 200
元、诚信考核计3分。

2.11 月 8 日，渝 A29T03 驾驶员谌某因
被乘客投诉从江北机场T3航站楼至沙坪坝
不按计价标准收费，经调查属实，谌某被行
政罚款200元，诚信考核计10分。

3.11 月 1 日，渝 B27T90 驾驶员周某因
被乘客投诉在江北区观音桥拒载，经调查属
实，周某被行政罚款200元、诚信考核计10
分。

4.10月31日，渝B82T97驾驶员邓某因
被乘客投诉在渝中区解放碑至南岸区南山
绕道，经调查属实，邓某被行政罚款200元、
诚信考核计10分。 本报记者 张旭

本报讯 （记者 徐菊）第97届全国糖酒
商品交易会将于11月10-12日在重庆国际博
览中心举行，近3000家企业分食糖酒盛宴。

中国糖业酒类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杨成
刚在第97届全国糖酒会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本届全国糖酒会展览面积15.6万平方
米，使用了重庆国际博览中心12个展馆及
中央大厅、中央登陆厅。

据介绍，本届糖酒会国际化程度较高，
展品原产地来自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进口产品展示区域约占全部展览面积

的29%。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泰国、韩
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还将以国家或地
区展团的形式整体参展。

杨成刚介绍，为了推动中国食品科技成
果向市场转化，一直秉承“科技创新，驱动创
富梦圆”理念的中国食品科技成果交流会，
也将第四次在糖酒会上拉开帷幕。

展会期间，25家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的专业团队，将在国博中心N7馆展示近
2000项食品科技成果，为食品企业带来一
场科技的盛宴。

本报讯 （记者 蒋艳）昨日，重庆市
规划局（重庆市测绘地理信息局）、重庆市
地 理 信 息 中 心 发 布《重 庆 红 叶 地 图
（2017）》，标注了全市22处观赏红叶之地，
被喻为“重庆最全红叶地图”，不出重庆也

能看尽红叶之美。
《重庆红叶地图》将重庆最具代表、最为

壮观的红叶观赏地一网打尽，带你在山之
间、谷之中、河之央一起品读这秋日的暖人
之色与动人之诗。

11月7日，记者在渝北、江北、沙坪坝等
地家庭走访调查中发现，对于如何逃生、如
何扑灭初期火灾，接受采访的人们都能回答
出标准答案——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弓着身
子沿楼梯逃生、使用灭火器对着着火点扑
救。不过，对于扑灭初期火灾有奇效的灭火
器却并没有得到大家的“青睐”，在受访的

20位市民中，仅1人家中备有。
沙坪坝区公安消防支队防火参谋喻睿

告诉记者，如果发生火灾的第一时间就使用
灭火器进行扑救，便能够极大避免更大的损
失。在喻睿看来，家里配备消防器材“最好
一辈子都用不到它们，而关键时刻它们却能
够救命。” 本报记者 王梓涵 实习生 熊帅

1.巫溪兰英大峡谷
位于巫溪县的兰英乡与双阳乡境内。

峡谷全长100余公里，平均深度1500余米，最
深处达2400余米，有“重庆第一深谷”之美誉。

2.酉阳板溪镇
酉阳板溪镇红叶是渝东南地区面积最

大的红叶基地，方圆近50公里。每年的金秋
时节，漫山遍野绯红、桃红、紫红、嫣红、朱红
的红叶层次分明、错落有致。

3.巴南丰盛镇
在距离古镇不远的地方，分布着重庆主

城区附近面积最大的天然枫树林，每逢深秋
初冬便红艳无比。近年来引进了欧洲红枫、

日本红枫等30多种枫树，又使古镇增添了更
多了热情。

4.奉节夔门
秋季遍布夔门山的黄栌圆叶，经霜变红，

霜重色愈浓，似团团殷红的火焰，层林尽染，辉
映云霞。夔门的雄伟刚阳，红叶灿烂瑰丽，峡
江的碧绿油翠，在这里结合得完美无瑕。

5.巫山红叶
西起夔峡、东至巫峡，巫山境内广袤的

峡江两岸分布着占地10多万亩，品种达200
余种红叶，每当秋意渐起，三峡、小三峡都展
现一江碧水映衬火红的树叶，高峡平湖与漫
山红叶交相辉映的壮丽新景观。

第97届全国糖酒会明日开展 近三千家企业分食糖酒盛宴

今晚开始降雨 最高温度跌6℃

重庆晨报、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直属支队联办

不出重庆看尽红叶之美 重庆最全红叶地图出炉

重庆消防开展“消防知识我知道”主题活动
11月8日，为提高全民消防意识，共创

和谐社会，重庆消防开展“消防知识我知
道”主题活动，通过有奖问答的形式使消防
知识深入人心。

本次全民消防知识安全问答由50道消
防相关问题组成，全部问题以选择题的形
式出现。由家庭消防基础知识、学校火灾
逃生问题、公共场所火灾预防等多个方面
的消防知识构成。

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局长鲁荣锋表示，
消防安全涉及各行各业的千家万户，事关
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形
成政府带动、部门互动、消防主动、社会联
动的工作氛围，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
积极参与到消防活动中来，以安全为己任，
以实际行动关注消防。

渝中区消防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支

队一直致力于营造人人关注消防的氛围，
为进一步加强基层消防力量，本次选举出
了多个街道社区的78名同志作为消防安全
大使。

在“社区消防大使”任命仪式结束后，
活动进入了紧张刺激的消防知识抢答竞
赛。该竞赛分为四轮进行，前三轮答题环
节采用10进3制，每轮选出三位选手参加决
赛，活动间隙还插入了微信摇一摇抽奖活
动。决赛轮采用9进6赛制，决出了本次竞
赛的一、二、三等奖获奖选手。

“这样通过有奖问答的消防宣传活动
很有吸引力。”前来参观主题活动的重庆市
民蔡振明表示，大家既通过消防知识竞赛
了解了基本的日常消防知识，又有机会通
过比赛赢得冰箱、电视等奖品，提高了大家
的积极性。

家里是否备有灭火器？大多数家庭都说“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