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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城区你我共建文明城区你我共建 幸福合川万家共享幸福合川万家共享

本报讯（记者 张敏）
下着小雨的凌晨，街面显
得格外冷清。三汇镇一位
八旬老人“离家出走”了，
因外面下着雨，加上老人
又没有联系方式 ，全家人
把老人能去的地方找了个
遍 ，都 没 发 现 老 人 的 踪
影。焦急的家人拨通了区
公安局三汇派出所的报警
电话，最终在民警的帮助
下找到了老人。

3 月 17 日凌晨，三汇
派出所正在睡梦中的值班
民警黄德伦被一阵急促的
电话铃声惊醒，只听电话
那头一名妇女焦急地说
着：“我妈妈患有阿尔茨海
默症，她半夜跑出去了，我
怕她一个人在外面出事。”
民警安慰着电话那头的报
警 人 ，并 迅 速 做 好 了 记
录。原来，老人今年八十
多岁，晚上一直念叨着要
去给孩子买两斤新鲜的猪
肉吃，悄悄出门后可能迷
了路。

“八旬老人走失，去了
哪里？遇到什么危险没
有？未知！快！快！时间
就是生命！”想到这里，值
班所领导火速组织值班警
力寻找老人。根据杨女士
提供的线索，民警黄德伦

带着辅警郭万里开车在三
汇镇附近的菜市场寻找，
找了几圈都没有找到。

时 间 一 分 一 秒 地 过
去，大家依然没有发现老
人的踪影。“天这么冷，下
着雨，她又走失了这么久，
会不会出了什么意外？”老
人的家人担心地问道。民
警一边安慰报警人，一边
继续寻找老人的踪影，民
警想，老人会不会因为天
黑迷了路。如果是这样的
话，老人很可能会沿着一
条路一直走。根据老人行

走的速度和出门的时间大
概能推断出行走多远，于
是民警改变了寻找的方
向，先是从三汇沿着大件
路往小沔寻找，快到小沔
交界处还没有发现老人，
民警掉头又从三汇往清平
方向寻找，最后在三矿铁
路桥下发现了老人。当时
老人已经眼神恍惚，嘴里
还念叨着：“娃儿要吃肉，
我要去买两斤新鲜肉回
来。”在确认老人身份后，
民警将老人安全送回了家
中。

患病老人雨夜走失
派出所民警安全找回

本报讯（记者 袁询 摄影
报道）为培养少年儿童爱国情
怀，近日，隆兴镇妇联、团委组
织共青团员及巾帼志愿者带
领隆兴小学学生，开展了“少
年儿童心向党 用心用情伴成
长”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系列活
动，追寻红色足迹，感悟和传
承红色精神。

在隆兴镇烈士陵园，志愿
者向大家介绍了烈士们的英雄
事迹，讲述了和平生活来之不
易，号召少年儿童向英雄先烈

学习。学生们怀着崇敬之情，
在烈士墓前鞠躬、献花、默哀，
表达对先烈的敬仰和哀思。

随后，一行人前往隆兴镇
广福村学习上甘岭战役一等
功臣、全国道德模范蒋诚的英
雄事迹。讲解员深情讲述了
蒋诚同志的一生，从他在上甘
岭战争中的英勇事迹，到复员
回乡后扎根农村、甘守清贫，
再到帮助他人、造福一方，蒋
诚同志的事迹让在场学生肃
然起敬。

此次活动用榜样的示范
力量增强了少年儿童的志气、
骨气和底气，激发起强烈的爱
国主义情怀，鼓舞他们不负时
代、努力奋斗。

隆兴镇

开展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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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洋 通讯员 张诗
媛 摄影报道）为提升幼儿的安全防范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避免拐骗和伤
害幼儿人身安全事故的发生，连日来，

在区民政局、区社会工作发展指导中
心的支持下，嘉涪同心社工联合南溪
幼儿园、花园小学幼儿园、合川区教师
进修学校附属幼儿园、张桥小学幼儿
园开展了“宝贝守护计划儿童安全反
拐宣传”进校园活动，为200多位孩子
送去了生动活泼又干货满满的安全教
育知识，得到幼儿园师生和家长们的
赞扬和认可。

活动以“情景演习”展开，社工装
扮成“熊本熊”进入教室，吸引孩子们
的目光，更有“神秘人”冒充孩子们家
长的朋友，拿着孩子们喜欢的物品进
入教室“引诱”孩子。通过口头许诺零
食、礼物等，让孩子们放松警惕，跟着
走出安全的教室，离开校园，不少孩子
抵不住“诱惑”，高高兴兴被“骗”到了
校外，有些孩子哼着歌，仿佛是要去春
游。

演习结束后，为强化孩子们的防

拐意识，社工把“儿童安全反拐小课
堂”搬进了教室，通过在家、在路上、
在小区、在公园的多场景模拟，用角
色扮演、趣味小歌谣、绘本回顾等多
元化的教学方法，对孩子们进行安全
教育。

通过小课堂，孩子们明白了如何
识别坏人的“套路”，懂得如何靠知识
和智慧来保护自己。老师和学校负责
人纷纷表示：“活动太有意义了，可以
帮到孩子，对孩子们以后的成长也是
大有裨益，儿童安全教育，任重而道
远。”

据嘉涪同心社工负责人介绍，四
场活动联动了200多名幼儿师生，这只
是儿童安全反拐宣传教育的一个起
点。接下来，嘉涪同心将会联动更多
的幼儿园，把儿童安全反拐宣传教育
带给更多的孩子，为保卫儿童安全成
长而努力。

“宝贝守护计划儿童安全反拐宣传”进校园
提升孩子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情景演习现场

本报讯（记者 王灿 通
讯员 黄爽）为进一步提高全
区艾滋病、性病和丙肝的防
治工作水平，有效促进艾滋
病、性病和丙肝的防治工作
开展，3 月 24 日，我区开展
了 2023 年艾滋病、性病和丙
肝防治工作培训。全区区直
医院、中心卫生院、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卫
科负责人，防艾工作人员共
71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培训中，区疾控中心性
病艾滋病防治科负责人介绍
了合川区 2022 年艾滋病、性
病和丙肝防治工作情况，对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并

对 2023 年的工作作了安排，
强调了指标考核任务。随后，
区人民医院感染科相关负责
人分别就丙肝的诊断标准及
规范治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
要求开展了相应培训。培训
结束后还针对本次培训内容
进行了闭卷考试，各参训人员
都取得较好成绩。

本 次 培 训 对 去 年 艾 滋
病、性病和丙肝防治工作进
行了总结，对今年的工作作
了具体安排，进一步强调了
工作任务和考核指标，对我
区做好艾滋病、性病和丙肝
防治工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
用。

我区开展2023年艾滋病、
性病和丙肝防治工作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景然 摄影报道)
近日，区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处理了两起涉诈
案件，对两起案件多名嫌疑人予以刑
事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这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正式
施行以来，我区首次依据该法规对涉
诈嫌疑人采取相关措施。

2023 年 2 月中旬，区公安局民警
在塔耳门广场处抓获涉嫌帮助电信网
络犯罪活动违法犯罪嫌疑人孙某某、
易某某、万某某。通过审查发现，嫌疑
人孙某某、易某某通过境外聊天软件，
与缅北诈骗人员取得联系后，在合川
本地大肆收购银行卡用于收取诈骗赃
款，而万某某则是提供银行卡的开卡
人员。

合川警方以涉嫌帮助电信网络犯
罪活动罪将犯罪嫌疑人孙某某、易某
某刑事拘留，万某某因出租、出借本人
银行卡一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第四十四条之规定，被处以没收违法
所得、行政拘留五日、罚款一万元的处
罚。

针对此案，民警顺藤摸瓜，获悉辖
区内有人利用名下电话卡，为境外诈
骗分子提供诈骗帮助。

3 月 20 日，合川警方在合阳城
街道一小区内抓获涉嫌帮助电信网
络犯罪活动违法犯罪嫌疑人刘某
某、吴某某。据了解，嫌疑人刘某
某、吴某某在 2023 年 2 月期间，由刘
某某通过聊天软件与境外诈骗分子
联系后，分别使用二人名下的四张
电话卡，向实施犯罪活动的境外诈
骗分子提供帮助，从中分别获利 1.4
万元、0.6 万元。

根据上述行为，警方已将涉嫌帮
助电信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嫌疑人刘某
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吴某某因出
租、出售本人电话卡行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之规定，行
政拘留10日，对违法所得0.6万元予以
没收，并处违法所得4倍2.4万元罚款
的行政处罚。

今年以来，合川区反诈中心结合
“净网2023”专项行动，协同合阳、南津

街、大石、龙市等多个派出所，持续深
入开展“断卡行动”，截至3月20日，共
对32名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行
政处罚9人，收缴赃款20万余元，收缴
银行卡67张，手机卡34张。

合川警方提示：任何个人和单位
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物
联网卡、电信线路、短信端口、银行账
户、支付账户、互联网账户等，不得提

供实名核验帮助，不得假冒他人身份
或虚构代理关系开立上述卡、账户、账
号等。广大群众要增强自我保护意
识，妥善保管好个人的身份证、电话
卡、银行卡等私人物品，不为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提供帮助，不成为电信网络
诈骗的帮凶；如发现买卖身份证件、银
行卡、电话卡的行为，要及时向公安机
关举报。

合川警方打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
网络诈骗法》实施“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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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合川区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国土空间规划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3年3月29日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申请单位

公示时间

公示地点

联系电话

合川区南溪组团C03-4/02等地块详细规划
修改

合川区南溪组团

合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3年3月29日至2023年4月28日

重庆市合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合川区工
业园区管委会、合川区人民政府官网
（http://www.hc.gov.cn/）

023-42751281

重庆日报讯（记者 云钰）3月27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教委了解到，市教委日前
印发了《当前疫情形势下重庆市学校体育
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明
确，今年重庆中招体考项目仍为立定跳远、
掷实心球、1分钟跳绳，满分为50分。

《方案》明确，今年我市初中学业水平
暨高中招生体育考试（简称中招体考）将于
4 月 30 日前完成，具体考试时间由各区县
（自治县）教委（教育局、公共服务局）统筹
安排。普通高中体育后备人才试点校及中
学生艺术团招生考试，按照相关通知要求
完成。

中招体考项目考试分值50分，其中立
定跳远15分、掷实心球15分、1分钟跳绳20
分。考试规则按教育部2014年颁布施行的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中相应的规定执
行。

《方案》要求，各校体育教师要根据中
招体考项目特点，结合学生健康状况，制定
针对性训练计划，指导学生开展身体素质
训练，提高练习效率。

《方案》要求，在当前疫情形势下，必须
做好全员健康监测，摸清学生新冠病毒感
染康复、基础疾病等情况，建立学生健康档
案，动态掌握学生健康状况，严格制定恢复
锻炼内容和运动量。

《方案》明确，各地各校要科学安排体
育教育教学工作。教会学生运动强度认
知、常见运动操作防护与应急处理方法等
相关健康知识，指导学生加强营养饮食、规
律作息、适度运动、日常防护，养成健康生
活方式，自觉当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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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盛 通讯
员 胡昊）近日，钓鱼城街道平
安办联合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去到瑞山中学开展“防
诈骗、反邪教、禁毒、扫黄打
非”综合法治宣传进校园活
动。

活动现场，党员志愿者
结合真实案例并通过发放宣
传手册，向广大师生进行了
反邪教、反诈骗、禁毒、扫黄
打非主题宣传，揭示了毒品、
邪教、诈骗对个人、家庭、社

会的危害性，分析了犯罪分
子的惯用手段，分享了预防
犯罪的主要方法，并教导大
家提高防范意识，提升自我
保护能力，共同筑牢校园安
全防线。活动中，工作人员
还向同学们发放禁毒、防电
信诈骗、防邪教宣传手册。
师生们纷纷表示，将从自身
做起，积极争做反诈、反邪、
禁毒的宣传员和监督员，并
带动身边人坚决做到向违法
犯罪行为说“不”。

钓鱼城街道

法治宣传进校园

民 警 有 话 说 每一个患有阿尔茨海默

症的老人，都像回到了最初不谙世事的年纪，他

们最需要的是关爱和陪伴。也许她会忘记很多，

但她却没有忘记你，没有忘记你的喜好，对于记

忆逐渐消失的他们而言，或许每一次见面和陪伴

都是一次倒计时，没有什么比家人的陪伴更重

要。患病或高龄老人外出时，尽量有家人陪伴，

以免发生意外；平时在老人的衣袋里放置一张身

份卡片，上面写清楚姓名、住址、家人联系电话等

信息，或者给老人配戴具有定位功能的电子手环

等设备，以便老人走失后，民警或群众能尽快帮

助其找到家人。

孩子们为烈士敬献鲜花

犯罪嫌疑人指认作案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