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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榜样面对面”脱贫攻坚先进典型巡回宣讲活动走进郭扶镇龙泉

村，讲述群众身边的脱贫故事。从解决饮水到修通公路，从改造危房到发

展产业，一个个真实而生动的脱贫故事让村民们听得津津有味，也振奋了

村民们致富的信心。 通讯员 李江媛

近日，打通镇开展农资、农机安全检查，查看辖区内的农资是否过期、

失效、变质，农用机械是否合格，避免因农资伪劣及农用机械不合格造成伤

农事件，发生安全事故。 通讯员 吴明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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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雷锋

文龙水厂

通惠水厂

三江水厂

桥河水厂

末梢水

末梢水

末梢水

末梢水

色度

限值

15

15

15

15

检测值

<5

<5

<5

<5

浑浊度NTU

限值

≤1

≤1

≤1

≤1

检测值

0.49

0.76

0.29

0.61

臭和味

限值

无异味

无异味

无异味

无异味

检测值

无

无

无

无

肉眼可见物

限值

无

无

无

无

检测值

无

无

无

无

菌落总数
（个/mL）

限值

100CFU/ml

100CFU/ml

100CFU/ml

100CFU/ml

检测值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总大肠菌群
（100mL）

限值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检测值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耐热大肠菌群
（100mL）

限值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检测值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重庆市渝綦水务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3月8日

经綦江区疾控中心于2019年2月对渝綦水务公司（文龙水厂、通惠水厂、三江一水厂、桥河水厂）等四个水厂的管网末梢水水质进行检测，现将各水厂水质

检测结果公示如下：

2019年城市供水水质检验结果公示

綦江县欣鑫田原牛肉汤锅馆，营业执照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00222200030481，声明作废。

钱源兵，残疾证遗失，证件号码51022319770803541871，声明作废。

石德先，残疾证遗失，证件号码51022319670714332443，声明作废。

个体商户徐孝凤，社会信用代码：510223196412120344，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遗失，编号JY15001100053699,声明作废。

陈炳德，身份证号510223196102202416，重庆市綦江区三角中学教

师,初中教师资格证书遗失，证件号码965151230001823, 声明作废。

重庆思南星欣苗木种植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遗失，证件编号

653000806627，核准号J6530041808701，声明作废。

当前，社会上出现打着“涨跌都

赚钱、专业老师指导、高收益低风险”

等旗号，进行网络炒汇的宣传，经我

区相关部门排查发现，参与此类平台

投资活动面临较大风险，一些投资者

进行所谓的“外汇投资”损失惨重。

一是存在监管风险。国内金融

监管部门从未批准任何机构在境内

开展或代理开展外汇按金业务，开展

此类业务的网络平台属于非法设立，

在非法互联网外汇交易平台进行交

易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另外，目前

互联网上存在一些假外汇平台，“克

隆”或“套牌”境外正规持牌机构，模

拟国外正规外汇公司数据，其真实性

难以辨别。

二是存在资金风险。由于从事

外汇杠杆交易的网络平台均是实行

保证金交易模式，波动剧烈，风险性

大，不存在所谓保本盈利，稳赚不

赔。在假外汇平台中，交易资金并没

有流向真实的外汇市场，后台操作者

可以随时修改程序，操控汇率数据造

成投资者资金损失。例如，在IGFOX

外汇投资骗局中，宣称使用正规的国

际主流交易软件—MT4，其实，MT4

软件是一种市场行情接收软件，平台

只是借用看似专业软件和专业术语

利于“包装”行骗，投资者入金到国内

代理或第三方支付平台，通过地下钱

庄流向国外，发生风险后，导致了重

大损失。

在此，重庆市綦江区打击非法金

融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提醒广大群

众参与此类平台交易权益不受法律

保护，请认清非法金融交易活动的本

质，自觉抵制高收益诱惑，增强自我

保护意识，远离违法违规交易，谨防

造成财产损失。咨询电话：区金融

办，81713221；区公安局，85883320；

区工商分局，48627133。

重庆市綦江区打击非法金融活

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3月7日

重庆市綦江区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防范通过互联网平台从事非法外汇交易的风险提示

本报讯（记者 张静）近日，记

者从区委宣传部获悉，2018年度文

艺创作专项资金奖励项目正式开

始申报。

据了解，申报作品需获得全国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重

庆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等市级及以上权威性奖项，或是

纳入重庆市文艺项目公开征集扶

持的项目，若作品为本地作者与外

地作者合作，须是以我区名义申报

获奖的作品。作品获奖期限原则

上为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1

月30日。

同时，申报单位或社团，必须

在綦江区境内注册登记并具有独

立的法人资格，具备一定的专业资

质和较强的创作生产能力，3 年内

无违法违规记录；申报的个人或会

员，必须是最近 3 年在綦江区境内

连续居住，3年内无违法违纪记录。

符合条件的申报者，可从即日

起至3月20日，填写《綦江区文艺创

作专项资金奖励申请表》，出示作

品原件或复制品、获奖证书或奖励

证明材料，即可申报。此外，单位

或社团申报还需附上法人证书、经

营许可证。

值得注意的是，广播影视剧、

舞台剧目、大型舞台创作演出等作

品向区文旅委申报；文学、戏剧、音

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

杂技、民间文艺等作品向区文联申

报。

2018年度文艺创作
专项资金奖励项目开始申报

本报讯（见习记者 廖

静）近日，古南中学组织学生

开展志愿服务系列活动。

据悉，该校组织学生会志

愿者将学生募集的4892本图

书搬到营盘山广场和九龙广

场，开展“弘扬雷锋精神献爱

心，让爱传递”图书义卖活动

（如图）。此次义卖活动图书

售价由爱心购买人自定，最

终，义卖图书4498本，募得现

金5569.5元。

“图书义卖不仅传递知

识，提高文化素质，这个举动

也体现了雷锋精神，有利于培

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值得提

倡。”买了十几本图书的市民

严克方感叹说。

据悉，该校将义卖所得用

于购买学具对扶欢学校的贫

困生进行帮扶。

本报讯（见习记者 廖静 通

讯员 杨宗伦）近日，区中心血库开

展“传承雷锋精神、捐献热血救助他

人”无偿献血活动，在九龙广场、实

验中学、南方翻译学院綦江校区三

个采血点开展采血及造血干细胞志

愿者招募活动。

在实验中学，不少高三学子也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踊跃参与活动。

是日恰逢18岁生日的赵伟军和封清

悦表示：“雷锋叔叔的精神永远值得

我们继承和发扬，我们已是成年人，

就应承担社会责任，能帮助他人，这

个生日过得很有意义。”

据悉，无偿献血活动获得两校

师生和市民的积极响应，共有128人

参与献血，累计献血24000毫升。

古南中学：

学习雷锋精神 募集图书义卖

传承雷锋精神 献血救助他人

3 月 7 日 ，为 庆 祝

“三八”妇女节，綦江日

报社组织职工开展插花

花艺比赛，丰富职工文

化生活，提高艺术修养

及审美能力。图为綦江

日报社女职工正在插

花。

记者 陈星宇 摄

庆“三八”
赛花艺

本报讯（记者 成蓉）3月7日，

“晒文化·晒风景”社会征集活动新

闻发布会在綦江日报社举行。

据了解，为进一步宣传推介綦

江形象特色和文化旅游精品，唱响

“綦彩画廊·三养綦江”品牌，让八

方游客想来、想留、想念，我区启动

“晒文化·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

动，活动包括“书记晒文旅”专题宣

传、“区县故事荟”专题报道、《炫彩

60秒·大美綦江 渝南门户》微视频

等。

新闻发布会上，区文旅委相关

负责人重点对《炫彩 60 秒·大美綦

江 渝南门户》微视频和“我和我的

祖国·我来晒綦江”图片征集活动

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据悉，此次

征集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全面展示

綦江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特色风

物、人文风韵、城乡风貌之美的微

视频和图片，微视频征集活动从即

日起至5月5日，图片征集活动从即

日起至4月30日，所有征集的作品

将采取“网络评选”和“专家评选”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选取，优秀作品

将颁发证书并给予一定奖励。

会上，来自新华社客户端、华

龙网、重庆日报等媒体的记者积极

提问，了解更多情况，我区相关部

门负责人一一作答。

“晒文化·晒风景”征集活动
举行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通讯员 谭勇）近

日，文龙街道九龙社区开展“做

时代女性，展巾帼风采”主题活

动，千余名社区居民欢聚一堂，

共同庆祝“三八”妇女节。

活动现场对 2018 年度“五

好家庭”“模范丈夫”“好婆婆”

“好媳妇”等进行了表彰。随

后，社区居民送上了自编自演

的舞蹈、合唱、小品等节目（如

图），为社区女同胞送去节日祝

福。

文龙街道

九龙社区开展庆祝“三八”妇女节活动

本报讯（记者 吴荣凯 通讯

员 丁学斌）近日，记者从区人力社

保局获悉，我区一季度将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教育卫生事业人员142名，

其中，教师岗位95名，卫生事业人员

47名。教师岗位招聘还专门为户口

在綦江的考生设置了非街道辖区边

远村小教师31名（含2名贫困大学

毕业生专设岗位），其他岗位面向社

会人员进行公开招聘。

据悉，此次公开招聘采取网上

报名方式，考生可在3月12日9：30

至3月14日17：00登录綦江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提交报

考申请，2019年高校应届毕业生持

高校盖章的报名登记表也可报名。

区人力社保局提醒各位考生，

仔细阅读招聘《简章》及所附《岗位

一览表》中招聘岗位的资格条件，严

格按照要求报名，诚信报考，未按要

求报名参考的，后果自负，考生本人

承担相应责任。

详细招聘信息可登录重庆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綦江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查询。

我区一季度将面向社会公招
教育卫生事业人员142名

单位
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