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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袁询）为保
护和促进儿童发展，服务儿童
及其监护人和其他家庭成员，
2月13日，隆兴镇女儿碑街社
区以“法治文艺演出”活动为
契机，在隆兴镇体育公园开展

“妇女儿童法治宣传”儿童友
好社区系列活动。

当天，巾帼志愿者们向社
区群众宣传新修定的《妇女权

益保障法》《未成人保护法》、
“护苗未成年人 抵制有害出版
物”等相关知识，发放宣传资料
单200余份，接受10余户家庭
咨询。在现场，巾帼志愿者还
回答了群众关心的未成年人抚
养、家庭教育、维护妇女儿童合
法权益等问题，并向大家宣传
与家庭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反
诈、禁毒、节能等知识。

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
居民的法律意识，有效助力全
社会共同关心关爱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树立正确的法治观
念。

隆兴镇

开展“妇女儿童法治宣传”
儿童友好社区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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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洋）“谢谢你们，
我以为是烤火炉坏了，原来是插座坏
了！”2 月 27 日，南津街街道东津沱社
区袁益秀对上门服务的“水电气讯”
红岩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感激地说
道。

袁益秀所在东津沱社区有129栋
单体楼，常住居民4900余户。该片区
房屋大多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部
分民居室内线路、设备使用多年后老
化、破损，存在用电安全和火灾隐
患。3 月 5 日是学雷锋纪念日，合川
供电公司提前谋划，组织“水电气讯”

红岩共产党员服务队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为该片区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
童消除用电安全隐患。

2 月 27 日上午，“水电气讯”红岩
共产党员服务队唐袁带领 10 名服务
队员分成 2 组，来到东津沱社区向居
民宣传安全用电、节电知识，发放宣传
资料，义务为居民排查用电安全隐患。

“我家的烤火炉用不起，是不是
坏了？麻烦你们帮忙检查一下。”服
务队员刚到袁益秀所在居民楼下，老
人就迎上前来求助。唐袁简单了解
故障情况后，和同事来到老人家中，
应用测电笔对烤火炉的接入电源、插
座等设备进行检查。经过一番排查，
唐袁发现老人的烤火炉未损坏，而是
烤火炉的插座坏了，造成烤火炉无法
工作。

原来近期合川遭遇阴雨天气，气
温较低，老人担心洗的衣服晾不干，
就把衣服挂在插座上方，用烤火炉烘
烤衣服。没想到刚洗的衣服没拧干，
水滴正好落到插座里，引发短路烧坏
了插座。

找到了故障点，队员们兵分两
路，一路到街上去购买新插座，一路
拔掉烤火炉的插头，拆掉坏损旧插
座，并快速换上了新插座，老人的烤
火炉恢复了正常使用。

随后，服务队员来到留守儿童苏
苏（化名）家。苏苏的父母常年在广
东打工，不满10岁的他和奶奶居住在
狭窄的小屋内，灯光下的饭桌就是他
的书桌，客厅悬吊的白炽灯显得有些
昏暗。服务队队员将提前准备好的
一盏台灯拿出来，插上插头，并教回

家午休的苏苏使用台灯。“真亮呀！
有了台灯，看起书来，眼睛也不会那
么酸痛了。”看着明亮的灯光，苏苏开
心地笑了。

“大家抓紧点，帮他家把这盏破
损照明灯头换了，再检查一下他家有
无其他用电隐患。”在苏苏家厨房，屋
顶的灯头因使用多年出现外壳破损，
唐袁和队员们顾不得休息，仅用10分
钟时间，就为他家换了一个新灯头。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忙碌，队员们完成
苏苏家用电安全隐患排查处理。

当天，队员们走街串户，向社区
的老人和孩子发放供电服务连心卡、
安全用电手册，耐心讲解用电常识和
注意事项，累计为 5 名空巢老人和 1
名留守儿童排查处理了用电安全隐
患。

“水电气讯”红岩共产党员服务队

走进老旧小区消除用电隐患

本报讯（记者 张敏）为净
化社会治安环境，确保全区社
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按照重
庆市公安局统一部署，2月25
日，区公安局在全区开展2023
年严打严防“春季攻势”第一
次清查行动。

此次清查行动围绕“打、
巡、管、治、查”五条战线开展，
旨在进一步规范经营场所依
法经营，严厉查处场所发生的
违法犯罪行为，坚决铲除涉黄
涉毒窝点，打击黄赌毒等违法
犯罪活动，以雷霆之势震慑违
法犯罪行为。

行动中，区公安局集结精
锐警力，多警种配合组成清查
队伍，于2月25日21时在城区
全面开展清查清理，清查以歌

舞娱乐、电子游艺、洗浴、网吧
四类场所以及烧烤摊等夜间
易发案场所为重点，严查各类
违法犯罪行为，严查重大安全
隐患，督促落实各项治安防范
措施。民警特别针对公共娱
乐场所隐匿的涉黄赌毒等违
法犯罪行为进行了突击清查，
同步对场所的防火设施、视频
监控、安全管理制度和安防设
施完备情况等进行了细致检
查。

此次清查行动共出动警
力 241 人，清查各类场所 79
家，夜市摊档47家，查获涉毒
违法嫌疑人员6人，外省逃犯
1人，酒驾4人，醉驾1人，打掉
2 个赌博团伙，抓获涉赌嫌疑
人24人。

区公安局

开展2023年严打严防
“春季攻势”第一次清查行动

本报讯（记者 周云 摄影报道）今
年是毛泽东为雷锋同志题词 60 周
年。3 月 5 日，中国邮政发行《毛泽东

“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六十周
年》纪念邮票一套2枚。

这套邮票图案名称分别为毛泽
东同志题词、《雷锋》雕塑，全套邮票
面值 2.40 元，计划发行数量为 750 万
套。其中，《雷锋》雕塑由全国政协委
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
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时代风
尚”学雷锋文艺志愿服务特殊贡献最
美文艺志愿者吴为山于 2012 年创
作。同年，该作品图片还在由中宣部

等单位主办的“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大型图片展中展出。作品塑造了雷
锋面含微笑走在春风里的一瞬。从
雕塑图片欢快、温暖的神情中，我们
可以感受到一个有情感、有温度、有
血有肉的雷锋。

据悉，此套邮票在中国邮政合川
片区分公司塔耳门营业室零售 110
套，其中柜台销售 55 套、网上预订销
售55套。为配合这套邮票发行，中国
邮政合川片区分公司还专门刻制“向
雷锋同志学习”纪念邮戳一枚，供集邮
爱好者加盖。目前，110套零售邮票已
售罄。

《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六十周年》纪念邮票发行

重庆市合川区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城乡规划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3年3月6日

公示事项

项目位置

申请单位

公示时间

公示地点

联系电话

银翔·盛世豪庭项目建筑工程设计方案修改
公示

合川区土场镇

重庆银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3年3月7日至2023年3月13日

重庆市合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
场、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官网（http://
www.hc.gov.cn/）

联系人：牟老师 023-42751129

本报讯（记者 周云）3月2
日，区文联“满江红”文艺志愿
服务行动正式启动，区文联主
要负责人为12支“满江红”文
艺志愿服务队授旗。

12 支“满江红”文艺志愿
服务队包括区作家协会、区美
术家协会、区书法家协会、区
诗词学会、区民间文艺家协
会、区观赏石艺术协会等11家
文艺协会成立的“满江红”志
愿者服务队，以及重庆对外经
贸学院成立的“满江红”志愿

者服务队，每一支志愿者服务
队将以送文艺到基层、到基层
采风、为基层创作、到基层开
展文艺公益活动等方式，开展
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巩固全国
文明城区建设成果，助力合川
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广大人民
群众的文艺需求，提升人民群
众的生活品质。

启动仪式上，区文联有关
负责人，重庆对外经贸学院有
关负责人分别代表文艺协会
志愿者与高校“满江红”文艺
志愿者发言，表示将积极参
加“满江红”文艺志愿服务活
动，以积极向上、优质高效的
志愿服务活动彰显文艺工作
者的责任与担当。

区文联

“满江红”文艺志愿服务
行动正式启动

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 摄影报道）
3月5日，云门街道携手重庆市清洁服

务行业协会开展纪念学雷锋 60 周年
活动暨“红满三江”志愿服务活动，志

愿者看望慰问敬老院老
人，弘扬雷锋精神，传承
中华民族敬老、爱老传
统美德。

当天，云门街道花
朝村蒲溪敬老院内人头
攒动，来自云门街道、
重庆市清洁服务行业协
会的 60 余名志愿者有
序分工，张罗食材，打
扫院内、室内卫生，为
老人理发、修剪指甲，
提供义诊服务，普及医
疗 保 健 常 识 …… 春 日
里 ，花 朝 村 油 菜 花 漫
山，志愿者推着轮椅，
带着行动不便的老人外
出踏青赏花，感受春日
美景。记者从活动现场
了 解 到 ，自 2018 年 以
来，重庆市清洁服务行
业协会连续 6 年，每年

坚持组织志愿者前往蒲溪敬老院慰
问孤寡老人，为老人们送去温暖，以

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活动中，志愿者们带来了精心编
排的歌曲、舞蹈表演，为老人们送上慰
问金，并详细了解了老人们的身体状
况和生活情况，大家聚在一起和面、揉
面、调馅、包饺子、唠家常，分享近期以
来的趣事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共度
愉快周末。云门街道和重庆市清洁服
务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一致表示，将
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建，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志愿服务活动，让更多的
志愿者加入进来，传递社会温情，让雷
锋精神代代相传。

据悉，近年来，云门街道始终坚持
科学规划、加大投入、重点突破、整体
推进的方针，相继启动并陆续建设了
一批区域性敬老院项目，老人们的生
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接下来，该街道
将继续把“敬老、爱老、尊老、助老”建
设当做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用心改
善办院条件，切实加强内部管理，提高
服务水平，为老年朋友提供一个舒适
的康养环境。

云门街道

传递社会温情 让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志愿者为老人添菜

本报讯（记者 李文静 通讯员 王永平
摄影报道）3 月 3 日，在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
月合川区纪念学雷锋 60 周年活动暨“红满三
江”全民志愿服务行动启动后，沙鱼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联合镇卫生院开展“弘扬雷锋精
神 守护百姓健康”义诊志愿服务活动，营造
全民志愿服务浓厚氛围。

早春三月，乍暖还寒。当天，由医务工作
者、机关干部、人大代表等组成的志愿者队伍
一大早就来到义诊活动现场，免费为前来问
诊的群众进行血压血糖测量、心肺听诊等身
体检查，提供一对一的健康咨询，提出指导性
建议。同时，向赶集群众发放宣传手册，普及
呼吸道疾病、“三高”等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
及用药指导，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引导
辖区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平常多关注自己的身
体状况，定期体检。

此次义诊活动，共计为200余人次提供免
费检查，为 80 余人次提供咨询解答，受到群
众一致好评。

据悉，沙鱼镇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持续开展法治宣传、环境清洁、文明劝导、平
安守护等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传承新时代
雷锋精神，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服务精神，为辖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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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诊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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