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实习生 赵竹萱）近

日，笔者在城区立交桥、168地段的

人行道上看见，不少摩托车、电动

车为图方便直接开上了人行道（如

图），并绕来绕去，行人纷纷避让，

十分危险。

“大都是些拉客和送餐的车

子，开得飞快，好几次都差点儿撞

到我，真的要好好整治一下。”人行

道旁一家店铺的售货员周女士抱

怨道。

就在笔者采访时，一辆摩托车

快速朝正在人行道上玩闹嬉戏的

孩子迎面驶来，好在孩子家长反应

及时，将孩子一把拉住，摩托车才

与孩子擦身而过。这位孩子的家

长刘女士心有余悸地说：“太吓人

了，开这么快，人行道上老人孩子

这么多，万一撞到了怎么办！”

区交巡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说，

针对摩托车、电动车开上人行道这

类违法行为，他们曾多次设点宣传

劝导，还加派警力进行巡逻，并依

法进行了处罚。但是，摩托车就像

跟他们“躲猫猫”一样，他们一去就

走，他们一走就又全部出来了，查

处存在一定难度。

该负责人表示，他们将继续加

大查处力度，尽力消除人行道上的

安全隐患。同时，呼吁广大群众拿

起手机抓拍机动车违法行为，向交

警 部 门 举 报 ，举 报 电 话 ：023—

85883200。

摩托车开上人行道

交巡警执法遭遇“躲猫猫”
呼吁市民积极举报

綦江学子在全国大赛斩获13金16银12铜
本报讯（ 通讯员 邓稳 张代

兵）近日，第十四届全国青少年走进

科学世界“科学实验嘉年华”全国展

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石家庄落下帷幕，

綦江代表队共斩获金牌 13 枚、银牌

16枚、铜牌12枚，所获金牌及奖牌总

数均位于全市前列。

据悉，本次大赛由共青团中央、

全国少工委、中国科学院部署，中国

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中国青少年

宫协会和中国少年科学院联合主办，

共设小学低段（1-3年级）、小学高段

（4-6年级）和初中段三个组别，涉及

物理、天文、生物和化学四个学科，基

础知识考察和探究实验操作两项考

察内容。活动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

儿童从小学习做人，从小学习立志，

从小学习创新，培养和展示青少年实

践能力和创新意识，为培养创新型人

才打牢根基。

本报讯（实习生 赵竹萱）为完

善住宅使用功能，改善居住条件，方

便居民出行，推动城市更新，我市于

2017 年出台了《重庆市老旧住宅增

设电梯建设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以解决电梯安装难、

审批难问题，同时对加装电梯给予资

金补贴。自《管理办法》出台以来，区

规划局积极推进，目前，虹桥小区、金

福花园、德龙花园等8个小区正在申

请增设电梯。

《管理办法》规定，初始取得房地

产权证满10年及以上、国有土地上4

层及其以上的老旧小区，在经本单元

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

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户数三分之二

以上的业主同意（楼栋未分单元的，

在经本楼栋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

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户数

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并就增

设电梯工程费用的筹集以及电梯运

行、保养、维修风费用的分担达成书

面协议后，便可向规划局提出申请；

申请增设电梯需先后提交书面申请、

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和房地产权证

明文件、增设电梯示意图、增设电梯

效果图、申请人对增设电梯事项及增

设电梯示意图的书面同意意见、申请

人书面协议、电梯工程设计施工图和

具有建筑设计资质的单位出具的结

构安全论证报告等多项材料。申请

人携以上材料向区规划局提出申请

后，区规划局将组织人员进行现场踏

勘，并对具备增设电梯条件的，作出

受理决定；同意受理的，区规划局将

于受理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书面

申请、增设电梯示意图、增设电梯效

果图、同意增设电梯的业主名单及书

面同意意见等文件公示至少 7 个工

作日；公示结束，区规划局、区国土房

管局、区城乡建委、区消防支队、区质

监局将对增设电梯工程设计施工图

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后，核发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

“对于居民较为关心的资金补贴

问题，目前我区老旧小区增设电梯还

没有相关补贴政策。”区规划局相关

负责人员说，根据规定，增设电梯产

生的施工、使用、保养、维修、更新等

费用，需业主自筹资金解决。

近日，松藻医院医疗服务队走

进松藻、同华社区，开展义诊和健康

知识宣传活动。图为医疗人员为居

民测量血压血糖。

通讯员 黄波 摄

义诊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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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綦江区慈善救助情况公示
綦江区社会各界人士：

经集体研究决定，对今年以来因病、因灾等原因造成的11户困难群众给予救助，救助金额2.9万元。为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现将被救助的人员及金

额进行公告。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并对长期以来支持我区慈善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举报电话：48650825，

联系人：幸雪）。

重庆市綦江区慈善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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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姓名

霍知华

霍知福

陈星贵

徐世福

龚泽兵

刘永伦

谢波

唐志芳

何世权

孙凤萍

代世兰

家庭 住址

三角镇后坝
村石良沟组

三角镇后坝
村石良沟组

三角社区
向阳街

三角社区
电瓶厂

三角镇望石
村袁家田组

永新镇
荆山村

文龙街道

重庆市綦江
区三角镇红
岩村老贯屋
组

永新镇石坪
村石缸平组

赶水镇
马龙村
10组

永新镇
新胜村

家庭类别

低保户
残疾人户

一般户

低保户

重残家庭

低保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低保户

一般户

低保户

低保户

身份证号

510223196305132737

510223197003292713

510223196606132415

510223196001282410

510223196802272415

51022319661224451x

500222198812044716

510223195711022424

510223195903124214

500222200511116000

510223196411234000

联系电话

13983634374

15178781153

48402239

15310664896

15223342330

15923573713

13617600200

15223450196

13509408446

救助原因

因2017年11月26日10点左右家里起火，烧毁房屋3间、粮食1500斤、电视1台、冰箱1
个等家里所有东西全部烧毁。家庭属于低保户，家庭人口2人，本人肢体三级残，另有一
孩子在读高中，无经济来源，家庭特别困难。

因2017年11月26日霍知华家中起火，引起火灾，导致本户房屋烧毁1间，家庭总人口3
人，均在家务农，收入微薄，家庭经济困难。
陈星贵，男，现年52岁，家庭人口2人，长期重病，因家庭经济困难一直无钱医治，现失去
劳动能力，无工作；儿子陈治强现在古南职高就读。全家人的平时生活来源靠亲朋好友
和低保金维护。需临时生活救助。
徐世福，男，现年58岁，家庭人口2人，本人是肢体壹体残，长期瘫痪在床，丧失劳动力，
平时的生活起居由妻子兰先容照顾，兰先容无工作；儿子徐昆长期外出没回家，平时生
活来源靠电瓶厂病退工资1150元维持，长期生病，整个家庭经济困难，需临时生活救助。
龚泽兵，男，50岁，未婚，共同生活成员1人，长期生病住院。2013年做了一次脑肌瘤手
术花了3万多元，2017年又去綦江区医院医疗自付1.5万元，2018年2月又因病入院治
疗，治疗费用1万多余元，自付费用0.11万元，后治疗费无法支付，每月560元的低保金
全部用于医疗开销，特申请生活和医疗补助。

刘永伦，男，52岁，家庭人口3人。患转移性直肠癌，自患病入院以来，自付费用12.29万
元。（除去3张未复印完整的票据），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因家中发生火灾，共计发生损失151152元，导致家庭生活困难。

唐志芳，女，61岁，家庭人口6人，低保户，视力一级残。配偶吴大培，男，65岁，在家照顾
唐志芳日常生活起居；儿子吴兆科，32岁，在外到处打零散工；儿媳袁洪玉在家照管两个
孙子；大孙子9岁，在读三角小学；小孙子在读三角幼儿园。全家全靠老两口的低保金和
儿子吴兆科外出务工维持生活，现唐志芳本人又于2016年经西南医院诊断患乳腺恶性
肿瘤，腋窝淋巴结转移性癌化，高血压三级，前后十次住院救治，累计耗费16万元，2018
年自付费用1.6万余元，特请求綦江区慈善给予救助。
何世权，男，59岁，家庭人口6人，2018年3月在新桥医院诊断为肺癌，做了肺叶切除手
术，至今已花费十几万元。现已进入化疗阶段，自付费用8.2万元。以种地为生，后期治
疗费用也无法预计，生病已为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特向区慈善会申请救助。
孙凤萍，女，13岁，建卡贫困户，父亲坐牢，无期徒刑，母亲2012年离家，至今未回。和83
岁奶奶、妹妹孙香苹、弟弟孙国平三姐弟在搭建的四面透风简易木板房里居住。姐弟3
人都在读书，因为居住环境简陋，奶奶身体不好，时常感冒，除低保金外，无其他经济来
源。因为居住环境太恶劣，特向区慈善会申请救助，修建住房。

2012年，独生子胡然患肝癌病逝，尚欠治病债务十多万元无力偿还。2013年，抱养幼子
胡俊轩，今年5岁，在读永新星星幼儿园。2017年5月，代世兰在新桥医院检查患肝癌，
2017年至2018年医疗费用近十万元，自付费用达3.5万元，为了照顾妻子和儿子，其夫
失业在家，没有经济收入。

申请
救助
金额

5000

1000

3000

2000

5000

20000

5000

5000

10000

5000

5000

拟救助
金额
（元）

2000

1000

1000

1000

2000

5000

2000

2000

4000

5000

4000

29000

备
注

綦江区2018年度最美志愿者、
优秀志愿服务组织、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名单

今年以来，全区各级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志愿者，在文明城

区创建、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

活动。日前，经过层层推荐申报、评委会评审，2018年度最美志愿者、

优秀志愿服务组织、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名单出炉，刘开华等30名志愿

者被评为最美志愿者，“河小青”等10个志愿服务项目被评为优秀志愿

服务项目，綦江日报社志愿服务队等10个志愿服务组织被评为优秀志

愿服务组织。详细名单如下：

最美志愿者（30个）
刘开华 綦江区退休干部志愿服务队

肖健忠 綦江区文明旅游志愿服务队

金玉华 綦江日报社志愿服务队

幸 雪 綦江区民政局志愿服务队

赵 珊 綦江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黄琳玲 綦江区交通行政执法支队志愿小分队

赵学军 綦江区家庭教育志愿服务队

刘 强 綦江区古南街道双桥社区志愿服务队

刘 伟 綦江区古南街道綦齿社区王昌元志愿服务队

封传巡 綦江区古南街道文昌宫社区便民服务队

王庆树 綦江区古南街道沱湾社区志愿服务小分队

胡再群 綦江区文龙街道新街子社区志愿服务队

刘小林 綦江区文龙街道双龙社区志愿服务队

张永智 綦江区文龙街道联惠社区志愿服务队

犹正西 綦江区三江街道四钢社区志愿服务分队

代雪梅 綦江区石角镇新民村志愿服务队

李家槐 綦江区永城镇老协“红枫叶”志愿服务队

杨 璞 綦江区丁山镇志愿服务队

袁应福 綦江区横山镇堰坝村志愿服务小分队

李山玲 綦江区爱在打通志愿服务站

陈敬礼 綦江区石壕镇“花坝美”志愿服务队

祝 愿 綦江区永新镇富家社区市民学校

廖军浩 綦江区新盛镇志愿服务队

杨书容 綦江区篆塘镇社区舞蹈志愿服务队

方忠国 綦江区东溪镇老方志愿服务队

张秋野 綦江区中峰镇志愿服务总队

公 敬 綦江区扶欢镇志愿服务队

唐匀乙 綦江区三角镇志愿服务队

令狐荣宽 綦江区壹家人志愿者协会

傅宇航 綦江区义善志愿者协会

优秀志愿服务项目（10个）
“河小青”志愿服务（綦江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同在蓝天下志愿服务”（重庆市医科学校志愿服务队）

“爱心送考·服务考生”志愿服务（区运管处志愿服务队）

“关爱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志愿服务（区科技志愿服务队）

“解救枷锁·让爱回家”志愿服务（区慈善协会）

“古镇版画·情传万家”志愿服务（东溪镇文艺志愿服务队）

“雷锋理发”便民志愿服务（三江街道雷锋理发室）

“公共图书馆”志愿服务（纂塘镇志愿服务队）

“关爱城市留守儿童”志愿服务（文龙街道九龙社区志愿服务队）

“大手牵小手”志愿服务（永城镇“红枫叶”志愿服务队）

优秀志愿服务组织（10个）
綦江日报社志愿服务队

綦江区税务局志愿服务队

綦江区人力社保志愿服务队

綦江区公安局雷锋班志愿服务队

綦江区古南街道周述明志愿服务队

綦江区石壕镇“花坝美”志愿服务队

綦江区美在安稳志愿服务总队

綦江区中峰镇志愿服务总队

綦江区爱在打通志愿服务站

綦江区义善志愿者协会

8个老旧小区申请加装电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