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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0 日，版画院广

场，防艾宣传志愿者在街头

为市民测量血压。12月1日

是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今

年的活动主题为“主动检

测，知艾防艾，共享健康”。

当日，区卫计委、疾控中心、

人民医院、中医院等 8 家单

位在版画院广场联合开展

“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

暨“全国艾滋病检测咨询

月”启动仪式，向过往市民

发放预防艾滋病宣传资料，

设立预防艾滋病知识图片

展区，宣传普及艾滋病知

识，呼吁大家共同行动起

来，提高防范意识，向“零”

艾滋迈进。

记者 陈星宇 摄

知艾防艾 共享健康

我区举行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演练

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重庆市綦江区三江街道西三村3组47号，杨玉强身份证遗失，
证号:500222200010080918 ，有效期限:2017.06.06-2027.06.06，申
明作废。

南方翻译学院英语教育专业张闽慧学生证遗失，证号：
1701020926声明作废。

綦江区石角中学遗失收据一张，收据号：005791325，声明作
废。

重庆莘艺缘艺术培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2MA5U7JEYOR）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任妮遗失重庆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綦江分公司收款收
据一份，票据编码：NO.0002023，收据金额：贰万元整，声明作废。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挂牌

本报讯（通讯员 罗玉友）近日，东溪镇人大

主席团组织83名区、镇两级人大代表参加“走访选

民周”活动，广泛收集选民意见建议，助推群众满

意度提升。

据悉，“走访选民周”活动期间共召开院坝会

55场，走访选民8700余人次，收集选民意见建议57

条。对收集的所有意见建议，该镇人大主席团将

召开专题交办会进行研究交办。

本报讯（记者 魏源森）11月

30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正式挂

牌。

按照全市机构改革统一部

署，将区民政局的退役军人优抚

安置职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的军官转业安置职责等整

合，组建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作为

区政府工作部门，按市委有关改

革部署实施。

区领导赵如均、关衷效、雷德

环、杜永平出席挂牌仪式。

本报讯（记者 魏源森）11月

29日，全国健康促进区国家复核

评估专家组一行来綦，实地复核

评估我区全国健康促进区创建工

作。经过复核评估，我区以958分

的高分成功创建全国健康促进

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川，

副区长雷瑞宏参加相关活动。

是日，专家组一行通过观看

宣传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等方

式对我区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区各

项工作进行复核评估。

反馈会上，专家组对我区全

国健康促进区创建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专家们表示，綦江的全国

健康促进区创建工作成绩显著，

亮点纷呈。全区上下高度重视创

建工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

力，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创建计划，

各项工作措施严格落实到位，保

障了创建工作的顺利开展。专家

们建议，要继续巩固创建成果，以

问题为导向着力提升居民健康素

养，抓紧实施健康融入政策工作，

进一步提升群众满意度。

朱川对国家复核评估专家组

一行表示感谢。他说，群众的健康

是关系民生的大事，綦江区委区政

府历来高度重视。全国健康促进

区的创建只是起点，綦江将根据专

家组提出的意见建议，抓紧落实整

改，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责任，

打表推进各项工作，确保整改到

位。同时，将大胆创新工作方式，

强化宣传引导，进一步提升居民健

康素养，发动居民主动参与，让健

康观念深入人心，推动健康綦江各

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高分通过国家专家组复核评估

綦江成功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区

本报讯（记者 杨子路）11 月 30

日，我区在区融媒体中心举行网络安

全应急演练。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主管和监管单位、运营单位及部分街

镇负责人参加演练。

“门户网站被黑客篡改，内容存

有不良信息……”演练模拟了“黑客”

对区政府公众信息网首页进行网络

攻击，并打包下载大量用户信息的场

景。值班值守人员第一时间监测恶

意信息并上报平台遭受攻击，各应急

单位迅速行动，及时采取防护措施，

快速删除恶意信息，成功恢复平台正

常运行。

演练结束后，网络技术人员对网

站服务器加固、木马查杀等技术进行

了详细讲解。

区委副书记、区委网信领导小组

副组长赵如均表示，开展网络安全应

急演练，既是对全区网络安全事件应

急处置能力和水平的实践检验，也是

对全区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再

动员、再强调、再部署。开展演练对

进一步完善预案、锻炼队伍、健全机

制等，将起到良好的推动和促进作

用。

赵如均指出，各单位要提高站

位，时刻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切

实把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摆在突

出位置，抓实抓常、抓出实效。要继

续细化完善部门协调联动和网络安

全应急响应机制，定期开展应急演

练，切实提升快速响应能力和协同作

战能力。要严格落实党委（党组）网

络安全责任制，各重点行业主管部门

要切实担负起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

护责任，进一步提高处置能力，确保

不发生重大网络安全事件。

重庆市綦江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听取了区财政局局

长董美月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重庆市綦江区2018年财政预算调

整方案的报告》，审查了区人民政府提出的2018年区级财政预算调整方

案，同意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会议决定，批准2018年区

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重庆市綦江区人大常委会

2018年11月30日

重庆市綦江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2018年区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

决 议
（2018年 11月29日綦江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

次会议通过）

2018年11月29日，重庆市綦江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通过，

任命：

赵渝斌为重庆市綦江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

免去：

张贤唯的重庆市綦江区人大常委会文龙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兼）职务。

特此公告。

重庆市綦江区人大常委会

2018年11月30日

重庆市綦江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36号）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琦）

11月29日，重庆市2018年退耕

还林工程生态效益检测工作培

训会在綦召开，全市 19 个区县

的退耕办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参

加培训。

是日上午，参训人员到我

区退耕还林生态监测点永新镇

长田村进行了现场参观学习，

并到永新镇三溪村观摩了新一

轮退耕还林栽植现场。

在培训会上，市林科院负

责人总结了2018年退耕还林工

程效益监测工作，并安排部署

了2019年工作。该院检测团队

就退耕还林效益检测方法、监

测数据整理填报表等对参训人

员进行了培训。綦江、云阳、黔

江等区县还就退耕还林情况、

退耕还林效益检测方法作了经

验交流发言。

据了解，我区退耕还林工

程从 2002 年开始，截至目前已

实施近 38 万亩，森林覆盖率较

2002 年的 26.5%增至 47.3%，受

益人群达17.8万人。全区累计

完成退耕还林直补兑现资金近

3亿元，退耕还林成果巩固资金

约5000万元。

市林科院在綦开展退耕还林工作培训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琦）

11 月 30 日，我区在区电商服务

中心对60家企业的100多名贸

易从业人员进行贸易进出口业

务培训。

培训中，来自阿里巴巴LBS

（綦江）服务中心、中国出口信

用保险重庆营业部等单位的专

家，就互联网金融+外贸全流程

服务、中国出口企业跨境电商

网络营销新思路、南向通道物

流相关知识、出口贸易企业如

何应对美国贸易摩擦、出口信

用保险为外贸企业保驾护航、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政

策解读等课题作了讲解培训。

“这次培训为我们提供了

交流学习的平台，也让我了解

到更多贸易进出口渠道和融资

方法，受益匪浅。”綦江齿轮传

动有限公司的王雪霜在培训结

束后说。

区商务局对外经贸科负责

人表示，开展贸易进出口业务

培训，有利于引导传统外贸企

业转型升级，更好地帮助指导

企业有效应对贸易摩擦，最大

限度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推动

我区开放型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

企业贸易从业者参加进出口业务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张露萍）近日，区公安、城市

管理执法人员在东部新城新都汇小区路段集中开

展停车秩序联合整治时，发现一辆车牌为渝

A629E9的白色本田小轿车违规停放在小区外的人

行道上，似曾相识。

经执法人员核查，车牌为渝A629E9小轿车于

上月26日上午在秋实路口人行道违规占道停车，

曾被城管执法人员依法锁扣。但是，车主为逃避

处罚，私自撬坏锁车器，将违停车辆开走。

“没想到这车主又一次以身试法，为一己之便

利，罔顾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又违规将车辆停放在

人行道上。”执法人员为防止该车车主再次通过撬锁

逃避行政处罚，果断依法对该机动车实施拖移（如

图），并将按相关法律规定对其进行严厉处罚。

执法人员提醒驾驶人员，开展停车秩序专项

整治的目的是为市民提供更便利、更畅通、更安全

的出行环境，提升綦江城市品质，因此，驾车时要

养成良好的习惯，自觉停车入位、停车入库，配合

和支持执法机关共同营造良好的城市环境。

私自撬锁想逃避处罚？

违停驾驶员以身试法教训惨重

东溪镇人大主席团
开展“走访选民周”活动

11 月 29 日，綦

江区民盟文化支部

和区图书馆文化下

乡活动到东溪镇，

用图板展示、现场

讲解的形式传播綦

江历史文化，并免

费向当地群众赠送

《綦江文史》《老马

日记》等图书。

记者 张学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