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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袁询 摄影报道）
近日，区法院执行干警果断出击，对被
执行人李某的住所依法采取搜查措
施，现场搜查出现金2.7万元、车钥匙
一把。后经执行法官调解，申请执行
人与被执行人双方达成分期履行协
议，被执行人李某现场支付10万元。

此前，申请执行人雷某等5人与被
执行人李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
案，经区法院调解，双方达成由李某赔偿
雷某等5人共50万元的调解协议。调解
书生效后，李某一直没有履行支付义务，
雷某等遂向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立案后，执行法官经执行查
控系统查询，发现被执行人除了在诉
讼中保全的房屋与车辆，无其他可供
执行的财产，而房屋涉及抵押、车辆未
实际扣押，财产变现可能性低。为进
一步推动执行工作，执行干警一直在
寻找李某。

1月30日上午，执行出现转机。申

请执行人突然打来电话，称在被执行
人的房屋附近发现了车辆。执行干警
迅速出动，成功找到被执行人的车辆
并予以扣押。扣车时，执行干警决定
上门调查。

果不其然，敲开门后，执行干警见
到了李某。随即，他们向李某出示了执
行公务证、搜查令，对李某的人身及住
所进行了突击搜查，搜查出现金2.7万
元、车钥匙一把，并当场依法予以扣押。

鉴于李某逃避执行，执行法官依法
传唤李某至区法院，对其进行批评教
育，告诫其应积极履行法律义务，不能
违反法律规定。经过执行法官的劝诫，
被执行人李某终于意识到自己行为后
果的严重性，表示自己一时拿不出那么
多钱，希望能与申请执行人沟通协商解
决。经调解，双方达成分期履行协议。

据悉，下一步，区法院将以执行信
访“百日攻坚”暨“涉民生执行案件
2023·迅雷行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大

执行力度，集中全院执行骨干力量重
点攻坚，果断采取拘留、扣押等执行强
制措施，督促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努力

将胜诉当事人的“纸面权利”兑现为
“真金白银”，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法
院执行工作的满意度。

加大执行力度 保障群众利益

申请执行人在区法院领取执行案款

本报讯（通讯员 王阿敏）一个人
打游戏没意思，找个陪玩，不但不寂寞
了，还赚了钱，但要小心了，有一些人
专门盯游戏陪玩人群，利用陪玩平台
实施网络诈骗。

1月26日，合川居民小云来到合川
区公安局合阳派出所报案，称自己在网
上被人以包月陪玩网游为由开通第三方
支付平台“亲情卡”功能后被骗3300元。

案发当日深夜，小云因失眠便登录
某APP平台，通过该APP她接到一单游
戏陪玩的订单，双方互加好友后，对方
提出按月计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结
算包月费用，表示为了方便结算，提出
将对方绑定为“亲情卡”用户后进行支

付，小云第一次按照对方的要求操作后
没有成功，却发现自己的支付宝、余额
宝和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里面的钱被
分三次刷走。对方称是其支付宝出了
问题，让其在微信上开一张“亲属卡”，
小云按照要求进行操作并将金额设置
为5000元，设置后对方又要求她回到支
付宝进行操作，一番操作下来，小云发
现自己银行卡里的钱再次被刷走。当
小云发现后，对方已将其拉黑，小云这

才意识到被骗了，遂报案。
“亲情卡”相当于支付宝的附属卡，

一般赠送给亲属或好友，有免密代付功
能，受赠方可在限定额度内消费，实际
由赠予人支付。微信的“亲属卡”也有
类似功能，这本是一项便利措施，却让
不法分子钻了漏洞。

警方提醒：如非本人意愿，切勿开通
“亲情卡”“亲属卡”，更不要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让他人代为操作手机，以免上当受骗。

陪玩游戏开通“亲情卡”结果被骗3300元
聚聚聚焦焦焦

全全民反诈民反诈

本报讯（记者 任洋 阳仁
茜）日前，为确保辖区群众充
分就业，草街街道古圣村“两
委”在南宝广场组织了就业创
业招聘会。

招聘会现场，数十家企业
纷纷把招聘信息公布在招聘
栏，应聘的群众在工作人员的
带领和指导下，结合自己的实
际情况，挑选着适合自己的岗
位。

“我要带小孩，希望找一
个时间相对自由点的工作，了
解到这次招聘岗位比较广，就
来 看 一 看 有 什 么 合 适 的 岗
位。”古圣村村民王小梅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应
聘的群众络绎不绝，大家或在
招聘信息发布处查询工作岗
位，或直接去到各企业的接待
点进行咨询，更有群众直接去
到企业应聘。“岗位多、信息量
大”是前来应聘群众对此次招

聘会的一致评价。
“我们这次就业创业超市

招聘会，邀请了 15 家企业参
加，提供了近300个岗位，方便
了群众就近就业。”古圣村相
关负责人说。招聘会当天，古
圣村党支部一方面安排部分
专业对口的应聘群众与相应
企业进行对接，一方面对当天
没有找到合适岗位的群众进
行登记，下一步根据他们的特
长和意向为他们量身挑选岗
位，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的就
业率和满意度。

据了解，自古圣村创建就
业创业超市以来，就主动与辖
区多家企业保持紧密联系，第
一时间获取企业的用工需求，
并与有务工需求的登记在册
群众进行岗位匹配，进一步促
进辖区群众实现充分就业、高
质量就业，确保群众稳定增
收。

草街街道

举行专场招聘会
保障辖区群众就业

（上接2月17日3版）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陈云始终关注着朝

鲜战局的发展。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
的洪学智回忆：“1951年冬，彭德怀同志派我回
国汇报志愿军前线情况。我回到北京后，先向
毛主席、周总理作了汇报。第二天，又向陈云同
志汇报，谈了两个半小时，他留我吃了饭。我汇
报时，陈云同志听得很仔细。他对志愿军的后
勤供应和后方交通运输十分关切，焦急地询问
了许多情况。他说，哪些问题你们在前面可以
解决，哪些问题解决不了，需要我们后面解决，
都要及时提出来，免得后方来不及准备。”

担任中央原子能事业领导小组成员

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
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及地质部副
部长刘杰的汇报，讨论了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
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
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
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这
次会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
定。

3 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
开，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
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
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
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
历史的新时期。”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
明确提出，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
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
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7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成立由陈云、
聂荣臻、薄一波组成的中央原子能事业领导小
组（简称中央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全国原子能
事业的发展。该领导小组一直工作到 1962 年
12月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

我国原子能事业筹建伊始，主要抓夯实基
础、组织队伍、建立机构、制定规划、争取苏联援
助等项工作。推进原子能事业，要靠科技人
才。陈云、聂荣臻十分重视科技人才，1956年6
月14日，他们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
等接见参加拟制全国长期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家。6月19日，陈
云与周恩来等参观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科学技术展览会。

1956年4月，聂荣臻被中央任命为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
任，组织领导导弹、原子弹研制工作。同年11月，聂荣臻出任国务
院副总理，分管自然科学、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工作。在聂荣臻
亲自主持下，在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1964年10月，中国终于
爆破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

到了晚年，陈云和聂荣臻也保持着密切的交往。
1985年6月3日，陈云前往聂荣臻家中看望。他们在一起畅

谈老一辈领导人退居三线的重大意义。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
干部年轻化的战略决策，陈云和聂荣臻带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
来。聂荣臻在十三大上请求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陈云在十三大
上退出中央政治局，十四大之后完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1985年6月13日，陈云80岁生日之际，聂荣臻之女聂力来到
陈云家里，代表父亲送上生日蛋糕，以示祝贺。

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聂荣臻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中央高度评价他的一生，称他是“杰出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
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在上海休养的陈云闻讯后，
向聂荣臻的妻子张瑞华致电慰问。

1995年4月10日，陈云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陈云和聂荣臻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崇高

精神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们在交往中所结成的革命情谊，
堪称佳话。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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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邹娅林 摄影报道）在寒冷的天气
里，老人不慎摔倒究竟是扶还是不
扶？涞滩镇的几位村民用实际行
动告诉我们“扶”！

2月16日中午，春寒料峭的涞
滩镇还蒙着一层薄雾，吃完午饭正
在散步的腾女士和朋友看到远处
石板路中间好像有一个人，远远地

也看不清，先前还以为是有人在那
里钓鱼或者歇脚，因为石板路两侧
是两块大水田，两人还在纳闷没事
谁会在那里蹲着呢。但是仔细看
着好像趴在路中间，脚还动了一
动，像是试图爬起来，腾女士和朋
友感觉有点不对劲，立即回转朝石
板路走去，这时旁边一位村民杨伯
友也应声而来，走近一看才发现是
附近二佛村的村民石国凡摔倒了，
老人已是80多岁，趴在那里，使出
全身力气也起不来。

随着不少扶老人反被讹的事
情发生，老人摔倒扶不扶的问题

成了日常生活中谈论的话题。然
而，看着眼前这位 80 多岁的大爷
摔倒，大家没有半点犹豫立即上
前扶起了老人并联系了老人家
人，老人似乎没有力气走，杨伯友
想要背起老人，但因为自己腿脚
也不太好，再加上老人穿得较厚
背不动。“我有力气，我来背！”远
处正在耕种的村民王锡伟也闻声
跑来，大家把老人送到公路边直
到家人赶来接走。老人虽然耳朵
听不清，但走的时候一直朝大家
激动地挥手：“谢谢你们，谢谢你
们了！”

老人摔倒扶不扶？扶！

几位村民合力将摔倒的老人扶起

文明瞬间文明瞬间
之

共建全国文明城区共建全国文明城区

重庆日报讯（记者 赵伟平）2 月
1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全市长江十
年禁渔工作视频推进会上获悉，去
年我市农业农村部门查处涉渔行政
案件 1537 件，公安机关侦破刑事案
件 493 件，长江、嘉陵江、乌江干流重
庆段发案数明显下降，非法捕捞得到
有效遏制，长江“十年禁渔”取得阶段
性成效。

长江“十年禁渔”是落实长江经
济带共抓大保护措施、扭转长江生态
环境恶化趋势的关键之举。近年来，

重庆累计取缔“三无”船舶 2955 艘，
清理残留网具5633张，江河水面基本
实现“四清四无”。同时，建立专职巡
护队伍近1000人，依托河长制明确区
县、乡镇、村社三级网格员 10017 人，
并结合“亮江工程”，搭建渔政 AI 指
挥调度平台，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了
执法效能。

监测数据显示，重庆水生生物资
源量较禁捕前明显增加，生物多样性
逐步恢复，鱼类种群结构明显改善，监
测渔获物中胭脂鱼、岩原鲤等珍贵濒

危物种比例增高。
“成效显著，但长江‘十年禁渔’是

一场持久战，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并存，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市长
江禁捕退捕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说，在持续高压打击的态势下，当下
非法捕捞出现了新情况、新变化：一是
采用潜水捕鱼等方式，作案手段更隐
蔽；二是采用无人机、无人船等高科技
作案工具；三是非法捕捞水域从长江、
嘉陵江等干流转移到细小支流的偏僻
水域，为禁捕工作增大了难度，带来了

挑战。
为进一步巩固长江“十年禁渔”成

果，接下来，重庆将采取强化禁捕执法
监管、加大水生生物保护力度、协同推
进渔业高质量发展、巩固优化长效机
制等措施，尤其是在强化禁捕执法监
管方面，将深入推进“亮剑”“零点”“百
日攻坚”等专项打击行动，重点打击

“捕运销”团伙链条，“泥鳅钓”、潜水电
鱼、无人机无人船等新型捕捞违法犯
罪行为。
（据2023年2月17日《重庆日报》）

进一步巩固长江“十年禁渔”成果

重庆将重点打击无人机无人船等新型违法捕捞

重庆日报讯（记者 李珩）2 月 1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
悉，根据近日印发的《重庆市接种单位
规范设置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原则上每个乡（镇、街道）至少要
设立 1 个儿童接种单位；辖区面积较
大、人口较多的乡（镇、街道），可适当
增加接种单位数量。

据了解，根据所承担的预防接种
工作任务，接种单位分为儿童接种单

位、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单位、医院产
科接种室、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单位
和特需接种单位5类。

其中，儿童接种单位是按照属地
化管理原则，由各区县卫生健康主管
部门根据人口密度、服务半径、地理条
件和卫生资源配置等情况，从符合条
件的医疗机构中，指定承担免疫规划
疫苗接种的单位，并明确接种单位的
责任区域和预防接种服务疫苗种类等

内容，还可同时承担非免疫规划疫苗
接种服务。

近日印发的《意见》明确规定，开展
助产服务的医疗机构均应设置产科接
种室。每个区县至少设置1个狂犬病暴
露预防处置示范单位，24小时提供服
务；原则上每个中心卫生院设置1家规
范单位，提供狂犬病疫苗注射服务。

在人员专业要求方面，从事疫苗接
种操作的人员应具有医师、护士或者乡

村医生资格。所有接种人员（含信息管
理、冷链管理等人员）均需经过区县卫
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的预防接种专业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考核合格
并取得证书后，方可上岗从事预防接
种相关工作。从事产科新生儿乙肝疫
苗和卡介苗接种的技术人员、狂犬病
暴露预防处置的人员，则须经过专门培
训并在培训合格证上单独注明。
（据2023年2月17日《重庆日报》）

重庆出台接种单位规范设置指导意见

每个乡（镇、街道）至少设立1个儿童接种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