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 者 王一竹 徐
爱荣 王佳杰 阳 凤 王 艺）
文明，是城市面孔中最美的表情，也
是一座城市最硬的软实力，一个城
市的文明建设，需要每个参与者的
共同努力，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会
让 文 明 的 城 市 越 来 越 美 好 。 连 日
来，我区多地多部门组织开展“全民
行动日”和“学雷锋”志愿清扫等创
文主题活动，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贡献自己的力量，进一步助力全国
文明城区创建。

在区体育馆，区图书馆与芙蓉中
路社区党员结队，向过往市民发放文
明创建相关宣传资料，随后来到芙蓉
中路社区洪水沟，手拎垃圾袋、钳子、
扫帚、簸箕等清洁工具，将散落在洪
水沟中的塑料袋、废纸、塑料瓶等杂
物进行了清理，努力做到不留死角。
经过大家的辛勤劳动，沟内的卫生情
况得到了很大改善。

“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提升
武隆城区环境卫生的整洁度，提高居
民对创建文明城区的知晓度。后续，
我们将携手共建共享单位、党员志愿
者，持续开展宣传、清理活动，带动辖
区居民共同参与，打赢这场创文攻坚
战。”芙蓉街道芙蓉中路社区党总支
副书记王小素告诉记者。

在凤山街道巷口社区、红豆社区
和中山社区，志愿者们手持清扫工
具，在沿街店铺、背街小巷认真清理
着各类垃圾杂物和牛皮癣广告，并走
进广场公园，积极向市民朋友宣传讲
解垃圾分类、不占道经营、文明交通
等知识。

“今天我们开展志愿者清理牛皮
癣的活动，旨在让居民有一个健康宜
居干净的居住环境，生活得更加的舒
心，同时也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贡献
我们社区的一份力量。”凤山街道红
豆社区副书记吕珊瑶说。

在仙女山街道，志愿者们分为
十三个小组，对各自负责的路段开
展“拉网式”打扫清理，他们手拿火
钳、铲子、垃圾口袋等工具投入到劳
动中，齐心协力整治乱堆乱放、牛皮
癣现象。志愿者们纷纷表示，希望
广大居民都参与到文明行动中，共
同努力让辖区环境更整洁、更文明、
更优美。

“我们组织这次创文全民活动主
要是引导广大居民增强文明意识，保
持环境卫生等文明习惯。下一步，仙
女山街道将把文明行动的宣传活动
以常态化的方式坚持下去，希望广大
居民争做文明人，共同推进文明城区
建设。”仙女山街道办事处人大工会

副主任梁全说。
在城区都市广场，芙蓉街道芙蓉

东路社区联合共建共享单位的志愿
者们分为三组，向过往市民和附近门
市店主宣传反诈、消防安全、创文、垃
圾分类等相关知识。同时，认真清洁
冯家大院至烧烤一条街沿线的环境
卫生。志愿者们纷纷表示，创建文明
城区是一个全民工程，希望以自己的
力量为打造文明和谐的美丽武隆作
出贡献。

“我认为本次社区组织的活动非
常的有意义，但是创文工作不是一小
部分人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积极投
身到创文活动中来，保护环境、文明
出行，共建美丽武隆。”区城市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志愿者陈俊桥告诉
记者。

在项目施工一线，区移民公司工
会组织全体志愿者采取“分区域、分
人员”的形式，逐片清扫废弃施工材
料、烟头、包装袋等各类垃圾，大家充
分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雷锋精神，
坚持做到清理一处，巩固一处，美化
一处。

“本次活动不仅切实解决了施工
区域内环境‘脏乱差’问题，进一步提
升了施工现场形象，同时，也以实际
行动号召广大市民树立爱护环境、保
护环境意识，为我区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该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

我区多地多部门组织开展创文主题活动 助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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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重庆武隆区黄莺乡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遗

失公章一枚，公章所刻内容为：重庆武隆区黄莺乡农业承包

合同管理委员会，声明作废。

●兹有重庆市武隆区凤来镇狮子村长青弯组村民余中

禄遗失《房屋产权证》，证号：武集用房地证平 2011 字第

08816 号，特此声明。

遗失启事

本报讯 （记 者 王腾霄 代
娟 刘 蕊）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
实际行动传承志愿精神，守护“绿水
青山”，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义务植
树活动，广大干部群众挥锹铲土、扶
苗浇水，为充满希望的春日增添了一
抹美丽的色彩。

庙垭乡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开展
义务植树活动，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
发展新动力。大家拿着铁锹和铲子
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沾满泥泞的小
路上，虽有艰难，却不能抵挡他们为
大地添绿的决心。现场，大家分工明
确，齐心协力，一起挥锹铲土，扶树围
土，积极配合，把一棵棵树苗植入泥
土里，经过一个小时的辛苦劳作，70
余人共种下近两百棵树苗，小树苗挺
立雨中，尽显盎然生机。

“接下来，全乡村社将同步开展
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两山’
论，进一步改善全乡植被覆盖率和人
居环境，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助力
乡村振兴。”庙垭乡党委副书记陈洪

良介绍。
在后坪苗族土家族乡高坪村义

务植树现场，大家分工协作、相互配
合，个个干劲十足，有的拿铁锹，有的
运树苗，你追我赶，比干劲、比进度，

挖坑、扶苗、培土、踩实等各个环节衔
接有序。大家纷纷表示，植树造林是
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绿色家园的好
事，参加植树既是一种义务，更是一
种责任，希望用自己的劳动成果为绿

化家乡、创造优美宜居的生活环境贡
献一份力量。

“植树不仅是种下一株生命，更
是种下一份希望，在今后我们将继续
大力弘扬，植绿、爱绿、护绿新风尚，
守护好后坪的青山绿水，为推动乡村
振兴注入绿色活力。”后坪乡宣传统
战委员李琼凤说。

武隆水电公司组织党员干部职
工来到“自家”菜园，为美丽家园种果
树、添新绿，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增添
新生机、新活力。植树现场，大家履

“植”尽责，齐心协力，干劲十足，挥动
着铁锹锄头，挖坑、栽植、回填、覆土、
浇水。不一会儿，一颗颗李子树、枇
杷树挺立在沃土上，将菜地点缀得生
机盎然，为美丽武电添加了一道道靓
丽的风景线。

“此次活动共种下 20 余棵树苗，
不仅增强了团队凝聚力，还提高了
广大党员干部爱林、护林意识，更激
发了绿化环境、低碳环保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

我区多地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讯 （记者 潘柠杏）3 月 14 日，区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周光深入凤山街道、芙蓉街道，实地调研城区网格化
分和平安稳定等工作开展情况。

现场调研中，周光认真听取了两个街道关于平安建设与
网格化服务等工作开展情况的介绍，详细了解了工作成效、经
验做法及下一步工作思路举措，并围绕平安建设、网格化管
理、综治中心的功能设置、阵地建设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周光要求，要高度重视平安建设工作，深入健全完善
风险评估、镇（街）村（社区）两级矛盾会商、领导接访等工
作机制，完善提前介入、多方处置的工作方式，切实解决群
众的合理需求。要摸清各类社会问题，及时稳妥处置不稳
定因素，用心用情推动矛盾化解。要充分发挥群防群治力
量，创新思路解决重大问题。要理顺机制、明确网格职责，
全面提升网格化工作的操作性、针对性。要加强管理、提
升能力素质，加强业务交流培训，全面提升网格员各项能
力。要强化督导、坚决逗硬奖惩，完善考评考核体系，着力
培优选能，全面提升网格化管理服务工作质效。

区领导调研城区网格化分和平安稳定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阳 凤）3 月 14 日，全区 2023 年春耕
春播现场推进会召开。

区政府副区长何圣春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全区各部门、乡镇（街道）要深刻认识抓好

春耕春播工作的重要性，切实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
定安全供给。要聚焦重点任务，抓好撂荒地复耕复种，全
力强化要素保障，做强做优特色产业，迭代升级脱贫产
业，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如实完成。要强化组织领导，突出
协同联动，激发农业从业者主体作用，举全力抓好春耕备
耕工作，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结束后，与会人员还前往羊角街道永隆村，现场
观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花生种植技示、番茄、水
稻、玉米育苗育秧技术展示及新型农机具展示。

全区2023年春耕春播现场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王一竹）3 月
14 日上午，由“我想去看看”旅行社
组织的“长江三峡高端游轮+武隆旅
游”首发团顺利抵达我区，来自南
京、江苏和太原的 200 位游客朋友也
正式开启了两天一夜的武隆奇幻之
旅。

当天上午 10 点，满载着南京、江
苏和太原游客的 4 辆大巴车依次抵
达仙女山游客接待中心，200 位游客
在体验长江三峡游轮欣赏长江三峡
美景后，正式开启了武隆喀斯特奇幻

之旅。蓝天绿水相伴，高山峡谷绵
延，一走进武隆景区，游客朋友们就
对武隆的自然景色赞不绝口。

“武隆的自然风景原始生态特别
好，青山绿水的，确实很美，这两边松
树很高，看不见谷底，但上边茂茂密
密的，确实很好。”游客王晋恒说。

据了解，本次“我想去看看”高端
游轮+陆地美景精品旅游团是我区

“长江三峡+武隆旅游”水陆大联游
“宜昌至武隆”的首发团，游客们在乘
坐“世纪神话”游轮览长江三峡后，再

深度体验武隆天生三桥的雄奇险秀，
感受南国草原仙女山的大美壮阔，聆
听川江号子的嘹亮回响，感受“世界
的游轮 世界的武隆”。

接下来，“我想去看看”国际旅行
社还将组织“世纪绿洲”号、“世纪凯
歌”号、“世纪荣耀”号和“世纪神话”
号共计 140 余航次前往我区，不断丰
富“水上游轮+陆上景区”旅游业态，
助推我区旅游“三次创业”向更高层
次迈进。

“这次来到武隆其实已经是我第

二次了，第一次是在 2015 年，当年我
是带着 1500 位游客来到了咱们武隆
景区，当时客户满意度非常高。此
次，我们组织全国的‘我想去看看’世
纪游轮的贵宾再次来到武隆，那今年

‘我想去看看’的旅游线路将侧重打
造‘世纪游轮长江三峡航线+武隆景
区’的游览，未来我们希望把武隆这
个景点推向全国，带来世纪游轮岸上
游更丰富的选择。”“我想去看看”国
际旅行社副总经理、总计调孙家媛
说。

2023年“长江三峡+武隆旅游”首发团抵武

本报讯 （记者 廖星晨）3 月 14 日，我区举行 3.15 假
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行动，防止假冒伪劣商品再流通。此
次销毁物资共计20余吨，货值金额合计15万元。

据了解，本次集中销毁的假冒伪劣商品主要包括车用
润滑油、酒类产品、大米、药品、医疗器械、工业产品等 7 大
类 118 个品种。在销毁现场，工作人员将假冒伪劣商品分
门别类拆除包装、用大型机械对假冒伪劣商品进行了统一
粉碎碾压，随后运往垃圾处理厂进行无害化处理。此次集
中销毁行动，将有力打击震慑侵权假冒行为，教育引导生
产经营者诚信经营，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社会
公众知假打假意识，净化市场环境。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聚焦市场监管重点领域和
突出问题，持续保持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的高
压态势，充分发挥市场监管部门，在打击假冒伪劣、保护知
识产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维护公平有序、安全放心的市
场环境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副支队长丁小波表示。

当天，区市场监管局还在兴隆广场设置假冒伪劣商品
展台，为消费者讲解假冒伪劣物品辨别方法，提升消费者
识假辨假能力。

打击震慑侵权假冒行为 维护安全放心市场环境
——我区3.15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行动共销毁假冒伪劣商品20余吨

本报讯 （记者 王 颖）3 月
14 日，区实验中学组织开展“践行二
十大思政大课堂行走在山水间”远足
主题活动，全体师生共 3000 余人参
加本次活动。

当天在区实验中学的操场上，全
校师生齐聚一堂，整装待发，对于本

次的远足活动，大家内心充满了期
待。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声，同学们从
学校出发，途经广东坡、马店、碧月
亭 、龙 山 公 园 等 地 点 ，全 程 共 9 公
里。徒步过程中，同学们个个精神饱
满，相互鼓励，展现了青年学子的昂
扬风貌。他们一边欣赏春日的美景，

享受远足的乐趣，一边感悟前人出行
的艰难不易，在青山绿水间默默许下
铮铮奋斗誓言。

“通过参与此次活动，让自己能
在沉重的学习生活中有机会出去走
一走，欣赏一下春天的美景，我觉得
非常有意义。”学生李泓锐告诉记者。

“通过开展这样的活动，进一步
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校园内落地生
根，无声浸润，也让我们的孩子走进
大自然，感受春天的气息和魅力，磨
练孩子的意志，陶冶他们的情操，同
时也是对学校教育最有效的补充和
促进。”区实验中学副校长李强介绍。

区实验中学开展九公里远足活动

清理杂物清理杂物。。

栽树苗栽树苗。。

本报讯 （记者 廖星晨）3 月 13 日，区市场监管局结
合 2023 年度“315”系列活动，再次开展校园及周边食品安
全专项检查，进一步加强全区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监管工
作，推动食品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障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

“这个要把它重新装一下，下一次拿干净的口袋装一
下；开票下次跟对方说清楚，保质期和生产日期必须打上
去。”在凤溪小学，执法人员重点检查食堂从业人员健康管
理、原料采购、餐饮具消毒、食品留样柜等关键环节及加工
场所卫生情况，督促食堂要严把食品准入关，全力守护师
生“舌尖上的安全”。在校园周边超市、食杂店，执法人员
以膨化食品、饮料、“五毛食品”等未成年人经常购买食用
的食品为检查重点，严查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违法
违规行为，坚决杜绝过期食品和“三无”产品流入市场。

“值此‘315’来临之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校园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重点对校园食堂和周边进行检查，检
查发现总体情况良好，但校园食堂存在食品留样不规范，
周边餐饮店环境卫生有待提高等问题，我们均进行了现场
整改。”区凤山市场监管所副所长虞瑜介绍，接下来，区市
场监管局将继续加大执法力度，始终保持打击侵害消费者
合法权益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全力营造安全、放心、有序
的市场消费环境。同时，如果市民朋友发现食品安全隐
患，请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

区市场监管局

紧盯校园食品安全监管 力保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