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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当天，志愿者们来到青杠街
道石河社区，带上喷壶、小铲子、扫帚
等工具对社区楼栋墙体、公共设施、楼
栋单元门等处各类喷绘、张贴的小广
告进行集中清理，通过一下午的努力，

细化落实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

区应急局

本 报 讯 （记
者 杨 文 广） 近
日，区应急局召开
干部职工大会，深
入学习贯彻 2022 年
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工作推进会精神，
并就贯彻落实会议
精神作了安排部署。
据悉，接下
来，区应急局将进
一步凝聚抓好创文
工作的思想共识，
增强主人翁意识，
积极主动参与创建工
作；严格对标对表中
央文明办的测评体
系，认真做好涉及区
应急局牵头的工作，
保质保量完成。同
时，严格对照实地测
评标准做好应急避难
场所建设，把创建工
作与安全生产和自然
灾害防治工作有机结
合，持续开展安全大
检查，全面贯彻落实“十五条硬措
施”，推动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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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伴 我 行

区法院

本报讯 （记者 杨文广）6 月 17
日，区法院组织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活动，34 名志愿者分为 8 个
小组前往责任区域进行垃圾清理和创
文宣传。

星期三

共清除小广告、
“牛皮癣”
70余处。同时，
志愿者们还向居民宣传
“牛皮癣”
的弊端，
倡导大家共同行动，
从自己做起，
抵制乱
贴乱画行为，
为维护干净、
整洁的生活环
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区交通局

“接下来，我们将加大巡查力度，做
好创文宣传和发动工作，提升市民文明
素质，倡导文明新风，提高群众创文知
晓率和参与率。”区法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

未 成 年 人 思 想 道 德 建 设

我区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谭靖怡 王
淼 文/图） 六月是“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宣传月”，近日，区民政局
联合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其他成员单位，在大成广场集中开
展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活动。
活动中，各成员单位分别从家

庭保护、社会保护、政府保护等方
据了解，今年以来，未成年人保
面，从儿童福利政策宣讲、校园暴
护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充分发挥协
力防范、家庭教育促进等多个角
调工作机制作用，逐步夯实未成年人
度，利用宣传横幅、展板、宣传 “六大保护”工作基础，进一步完善
册，通过简单明了、接地气的语言
关爱保障制度，打造璧山特色的未成
进行宣传，营造全社会关爱未成年
年人关爱保护体系，努力让每一位未
人的良好氛围。
成年人都能健康快乐成长。

强化安全生产宣传
营造良好交通环境
本报讯 （记者 康思嘉）
“孃孃，遇到黑车可以举报，我
们有奖励。”6 月 16 日，区交通
局在大成广场开展 2022 年“安
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围绕“遵
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
人”
安全生产月主题，
呼吁广大
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主动抵制非法营运车辆。
活动通过悬挂交通安全宣
传横幅、设置交通安全服务咨
询台和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
向过往群众宣传交通运输法律
法规和公路交通安全知识，并
结合具体案例向群众宣传乘坐
“黑车”
和超限超载运输车的危
害性，
号召市民积极配合、支持
交通执法部门打击交通运输领

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当天，区交通局还组织全体干
部职工召开“迎接党的二十大宣
传工作 （专家讲安全） ”专题培
训会。专家彭诚围绕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等方面作了详细
解读，并结合近期全国发生的安
全事故案例，就全面落实企业主
体责任、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双重
预防机制建设等方面作出深刻阐
述。
接下来，区交通局将多渠道、
全方位抓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知
识宣传，努力营造全行业“安全大
于天”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树牢安
全发展理念，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营造良好的交通运输环境。

区市场监管局

全面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本 报 讯 （记 者 谭 靖
怡） 6 月 16 日，区市场监管
局工作人员走进大成广场，组
织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活动，全
面普及食品安全知识，进一步
保障食品安全。
“如何区分毒蘑菇和可食
用蘑菇？”
“发芽的土豆可以食
用吗？”活动中，工作人员向
居民发放食品安全宣传手册，
重点讲解什么是有害食品、有
害食品的危害、如何鉴别有害

食品以及选购食品的注意事项等
食品安全知识，同时，现场对蔬
菜水果进行随机抽样检测，号召
大家自觉抵制有害食品，倡导健
康饮食。
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开展此次活动，有效提高居民对
食品安全知识的知晓率，倡导居
民更加重视食品安全。下一步，
该局将继续加大对食品安全的监
管力度，共建一个健康、安全、
放心的饮食环境。

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多部门联合检查粮食安全生产
向市民发放未成年人保护宣传资料

璧泉街道

社区儿童海量陪伴阅读活动启动

6 月 20 日，记者在走访城区公园和
大街小巷时发现了不少不文明行为，影
响城市容貌。图为秀湖公园内违规停放
的电动车。

本报讯 （记者 苏庆）“在
童阅读的心得体会。
儿童陪伴阅读中总有这样那样的问
据了解，璧泉街道“儿童海量
题困扰着家长。如：什么是早期阅
陪伴阅读”暨智慧助老进社区活
读？什么是亲子阅读？给孩子读绘
动，包括每月一次的“海量阅读观
本有什么好处？该从几岁起开始给
摩课”；每月一次的家庭教育、老
孩子读书？……”6 月 18 日，璧
年健康生活、亲子海量阅读有关的
泉街道社区教育项目——现代家庭
专家讲座，主要从“观摩交流”
教育“儿童海量陪伴阅读”暨智慧 “行家讲座”
“互动竞赛”等三个方
助老进社区开班典礼上，区图书馆
面开展。
书虫子海量阅读分馆负责人吴军向
活动将邀请国家一级播音员，
大岚社区的孩子和家长们分享了儿
高级教师，阅读推广人，社区民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4 月 8 日至 10 月底在
全国开展为期半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为广泛征集养老诈骗违法犯罪问题线索，确保我
区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切实守
护好老百姓的“养老钱”，现将我区打击整治养

警，重庆市家庭教育辅导师，儿童海
量阅读的研究者、从业者以及典范家
长等，与家长、老人和孩子们见面，
并就相关活动主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讲
解、交流和探讨。
璧泉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通过活动的开展，丰富辖区儿童的课
余生活，提升家长素质，促进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以此加快建设高质量社
区教育和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切实推
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守护好父老乡亲的养老钱

老诈骗专项行动线索举报方式向社会予以公布，面
向广大群众征集举报线索。
区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呼吁广大
市民群众积极参与此次专项行动，以电话、邮件等
方式举报反映涉养老诈骗问题线索，共同为老年人

筑起识骗防骗坚固防线。举报人应本着实事求是的
原则如实反映问题，利用举报捏造事实、诬告陷害
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璧山区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27 日

本报讯 （记者 王淼）今
年 6 月是第 21 个全国“安全生
产月”。6 月 17 日，区财政局、
区发展改革委、区市场监管局、
河边镇政府、农发行璧山支行
联合开展粮食安全生产检查，
重点检查璧山区储备粮有限公
司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重要指示精神的情况。
检查组按照“有仓必到、
有粮必查、查必彻底”的原
则，现场逐仓检查是否存在擅
自动库等问题，检查库存粮有
无严重虫粮、高水分粮及结
顶、发热、霉变等储粮安全隐

公 告
为了完善控规编制程序，加强我区的规划建设依法管理，我
局组织编制了 《璧山中小企业集聚区北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及 《璧山区中小企业集聚区南部片区一、二组团控制性详细规
划》（2020 年修编） 控规修改方案，将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至
2022 年 7 月 26 日在重庆市璧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场所和
网站 （http://www.bishan.gov.cn） 进行公示。
联系人：周先生
联系电话：41421536
重庆市璧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2 年 6 月 21 日

璧山区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线索举报方式

公 告

序号

区级部门

举报电话 （座机）

1

区公安局

023-41423461

2

区卫生健康委

023-41418047

bsxwsjd@163.com

主要受理全区养老机构内设的无资质医疗机构、无行医资质人员擅自开展诊疗
活动等违法行为。

3

区民政局

023-41422346
023-41412502

79507783@qq.com

主要受理养老服务机构（包括养老机构以及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涉诈问题。

4

区市场监管局

023-87383628

597215529@qq.com

主要受理涉老年人
“食品”
“保健品”
领域消费欺诈行为及虚假广告宣传问题。

5

区委网信办

023-41430505

459118938@qq.com

网络空间领域涉养老诈骗问题

6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023-41669011

554139155@qq.com

主要受理违规使用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变相开发房地产，以及其他涉及养老服务
设施用地违规建设项目等涉诈问题。

7

区文化旅游委

023-41423428

787331532@qq.com

主要受理文化旅游、艺术品经营涉及老年人产品及活动等涉诈问题。

8

区住房城乡建委

023-41430250

1012693347@qq.com

主要受理商品住房销售中以“老年社区”
“老年公寓”
“养老基地”
“养老山
庄”等“养老”名义进行虚假宣传、诱骗老年人购买等涉诈问题。

9

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

023-41698125（工作日）
023-41422307（周末及节假日）

jrzxjrfzk@163.com

□报警电话：110

□火警电话：
119

□急救电话：120

举报邮箱

主要受理范围

备注

主要受理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宣传以房养老、代办养
2221621110@qq.com 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为名实施诈骗、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组织领导
传销活动、合同诈骗、制售伪劣商品等侵害老年人财产权益的各类违法犯罪。

□天气预报：12121

主要受理涉嫌养老领域非法集资行为的举报投诉。

96121

□本报传真：
41434373

患，查看安全生产制度是否健
全，出入库用电、机械设备使用
是否规范，灭火器、消火栓等消
防设备是否齐全、有效，要求企
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
排查重大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
制生产安全事故。
检查组要求企业时刻重视粮
食安全生产工作，充分利用现代
科技手段进一步提升储备粮管理
水平，全面落实粮食安全生产责
任制，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工作，
在工作或检查中发现安全隐患及
时整改到位，务必做到“安全第
一、责任到人”
。

□经宣部电话：
18182228777

为了完善控规编制程序，加强我区的规划建设依法管理，我
局组织编制了 《璧山御湖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2019）》
O07-02/02、O07-05/01 地块控规修改方案，将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至 2022 年 7 月 26 日在重庆市璧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
场所和网站 （http://www.bishan.gov.cn） 进行公示。
联系人：周先生
联系电话： 41421536
重庆市璧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2 年 6 月 21 日

房屋出售启事
重庆雅瑞阁物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商业用房出售，
房屋地址：
1. 璧泉街道沿河东路南段 68 号；
2. 璧泉街道红宇大道 19 号；
3. 璧城街道文星路 248 号；
4. 青杠街道民安街 186 号。
价格 1600 元/平方米至 6000 元/平方米。有意者面议。
联系人：
邓先生：
13101207106 苏先生：
13638335859。

□家有宝贝报名电话：17723589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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