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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受暴
雨影响，龙河流域石柱县三河镇段
河水陡涨，场镇进水，近百名群众被
困……”以上这一幕，发生在5月10日
重庆军地抗洪抢险综合应急演练现
场。在今年的应急演练中，除了热成
像无人机、便携式救援发射器、无人测
量器机器人等高科技设备，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还首次启用了“动中通”指挥
车，有了这台指挥车，即使在通讯断绝
的灾害现场，救援人员也能第一时间

将现场画面传输回指挥部。
我市2018年军地抗洪抢险综合

应急演练在石柱县三河镇进行。此
次演练模拟石柱县三河镇突降暴雨，
龙河出现超标准洪水，导致区域内出
现山体滑坡、河道堵塞、人员被困等
多种险情。通过预警发布、先期处
置、灾害升级、应急抢险、应急终止，
相关部门有效实施了人员转移、水上
救援、内涝排险、河道疏浚，成功化解
险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演练中，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购置的全新“武
器”——“动中通”指挥车首次亮相。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卢峰介
绍，“动中通”是“移动中的卫星地面站
通信系统”的简称，具备卫星通信系
统、无线音视频系统、计算机办公系
统、车载音视频处理系统、照明及扩音
系统、集中控制系统、供电系统、单兵
图传、微波电台、无人机控制及信息整
合处理等功能。即使在通讯断绝、断

水断电的受灾现场，“动中通”指挥车
也能通过水利部卫星和4G图传实现
与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受灾区县进
行语音、数据、视频的互联互通，并可
通过单兵图传、无人机视频传输等功
能对抢险救灾现场进行灾情侦测、实
时会商，为指挥部作出抢险救灾决策
提供参考。

“动中通”的投用，也填补了我市
防汛抗旱抢险处置的卫星通信保障空
白。

本报讯 （记者 曾立）违法建筑不
仅存在安全隐患，还严重影响社会公平、
正义和城市形象。重庆日报记者从5月
10日召开的渝北区2018年违法建筑整
治工作会上获悉，渝北区强力拆除违法
建筑，今年的目标是49.8万平方米，新增
违法建筑一旦发现，必须在15个工作日
内予以消除。

据了解，2017年，渝北区违法建筑
整治的目标任务是40.6万平方米，实际
完成 59.2 万平方米，占年度任务的
145.8%。市举报中心交办渝北的306件

案件，全部办结；渝北区内自主巡查发现
在建违法建筑260件，全部清除；市级挂
牌督办案件5件，全部完成。

“2018年，是我市违法建筑5年整治
计划的第三年，也是最关键、最艰巨的一
年。”渝北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渝北
区确定的整治任务是49.8万平方米。

据介绍，在控制新增违法建筑方
面，渝北区将充分发挥网络员的“哨兵”
作用，做到巡查全覆盖。同时，将物业
公司履行违法建筑管理职责，纳入星

级、评先评优、诚信分值的考核内容，充
分调动物业公司参与违建监管整治的
积极性，把好违法建筑产生的“源头”
关。

对当事人2天内未自行消除的在建
违法建筑，渝北区规划分局将在7日内
提请区政府作出强制消除决定，相关街
镇则负责在15个工作日内予以消除。
对规模较大、影响社会稳定、侵害公共利
益、影响公共安全和城乡规划实施的在
建违法建筑，渝北区整违指挥办要组织

应急队伍，同所在镇街一道，实施强制消
除。

在消除存量违建建筑方面，渝北区
将实行“三公开”，即公开每个街镇的目
标任务；公开每个社区、小区的违法建筑
情况；在小区出入口、楼栋出入口、小区
活动场所，公开违建对象的有关信息，做
到全民参与、共同监督。

据称，今年渝北区要建成10个“无
违社区”、30个“无违小区”、3所“无违高
校”。

渝北违法建筑整治动真格

新增违法建筑15个工作日内必须消除

本报讯 （记者 周松）你以
为消费返利就能挣钱吗？你知道
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又有什么新手
法、新花样吗？在5月15日全国打
击和防范经济犯罪集中宣传日即
将到来之际，5月10日，市公安局
经侦总队“平安课堂·经侦映像”活
动走进渝中区化龙桥街道，向社区
居民揭秘非法集资犯罪的新“套
路”。

“低门槛、高收入、小投资、大回
报。消费500返500，满了1000返
1000……就拿最近关注度高的‘消
费返利’来说，目前一些第三方平台
打着创业创新的旗号，以‘购物返
本’‘消费等于赚钱’‘你消费我还
钱’为噱头，承诺高额甚至全额返还
消费款、加盟费等，以此吸引消费
者、商家投入资金。”周警官告诉社
区居民，此类“消费返利”存在较大
的风险隐患。当大家还以为这些等
同于正常商家返利促销活动时，可
能就已经上当了。

比如活动宣传的高额返利其实

很难以实现，同时消费者的资金安
全也无法得到保证，一些平台通过
线上、线下途径，以“预付消费”“充
值”等方式吸收公众和商家资金，大
量资金由平台控制，存在转移资金、
卷款跑路的风险。

此外，“消费返利”的运营模式
存在违法风险。部分平台采用传销
的手法，以所谓“动态收益”为诱饵，
要求加入者缴纳入门费并“拉人头”
发展人员加入，靠发展下线获取提
成。

民警提醒市民，参与非法集资
不受法律保护，风险自担，责任自
负；参与传销属违法行为，将依法承
担相应责任。

民警揭秘非法集资新“套路”
消费返利存风险

10 种 投 资
理财陷阱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习
生 韩羽柔）5月10日，由文化和旅游
部主办，市文化委和重庆文化艺术职
业学院承办的2018年青年汉学家研
修计划（重庆），举行开班仪式。来自
意大利、越南、印度等20个国家的共
26名青年汉学家，将在重庆进行为期
21天的汉学研修。

据了解，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是
从2014年开始、由文化部和中国社会
科学院主办，旨在为海外青年汉学家
搭建中国汉学研究的全球性平台。

据介绍，本次重庆研修计划的主
题为“山清水秀之地识美丽中国 开
放重庆之旅看中国发展”，活动将采
取“专题讲座故事化”“主题考察体验
式”“对口研修导师制”等多种模式。
26名青年汉学家除考察重庆的自然
遗产、文化遗产、重庆两江数字经济
产业园、中欧班列（重庆）等外，还将
按照国际关系类、语言类、经济类、文
化类四个组别，对口安排到四川外国
语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高校进行研
修。

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10日在渝开班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 实习
生 吴长飞）5月10日，忠县召开新闻
发布会称，忠县牵手河南卫视《武林风》
节目，将于6月2日在忠县举行“金鳞
洞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当晚，
中国著名搏击选手武僧一龙将在忠县
三峡港湾电竞馆，对阵泰拳天王“狼王”
杀玉狼。

近年来，忠县不断加大对体育旅
游项目的投入，先后成功举办了2017
长江三峡国际马拉松（重庆忠县）、
2017 全 国 移 动 电 子 竞 技 大 赛
（CMEG）年度总决赛等竞技赛事活
动。随着三峡港湾电竞馆的建成，忠
县已具备举办各类大型赛事的条件。

而河南卫视创办的《武林风》是中国原
创顶级搏击赛事品牌，也是极具国际
影响力的竞技武术赛事品牌。忠县相
关负责人称，与《武林风》牵手，将点燃
忠县赛事经济，又可推动当地全民健
身运动发展。

在6月1日至6月3日比赛期间，
忠县将推出“百元游忠州”旅游特惠活
动，期间所有到忠县的游客可以20元
的价格游览价值50元的江上明珠石宝
寨，以80元的价格观看价值288元的
大型山水实景演艺《烽烟三国》，并免费
游览白公祠、参观忠州博物馆。届时，
各位游客可直接到相关景区购买特惠
门票。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下月在忠县举行
中国著名搏击选手一龙将迎战泰拳天王杀玉狼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5月10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西南大学获悉，第
三十二届全国软式网球锦标赛、冠军
赛、青少年软式网球锦标赛（三赛合
一），在西南大学网球馆开赛。来自全
国的16支队伍，将在这里进行为期10
余天的比赛，为第十八届亚运会选拔

优秀人才。
全国软式网球锦标赛、冠军赛是由

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全国规模最大、规
格最高的软式网球赛事，本次比赛是该
赛事首次在渝举行，共有来自全国16
支专业队或高校、地方中学代表队，总
计150余名运动员参加。

全国软式网球锦标赛首次在渝开赛

本报讯 （记者 任雪萍）为传
承革命文化，讲好红色故事，5月 10
日，由市文化委主办、重庆红岩联线
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承办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全市首届革命纪念馆
红色故事讲解比赛，在红岩魂陈列馆
举行。

来自红岩革命纪念馆、重庆历史
名人馆、中国民主党派陈列馆、杨尚昆
陈列馆、聂荣臻陈列馆等我市近20家
博物馆或纪念馆的30名讲解员，参加
了比赛。讲解员们深情并茂地讲述了
有关辛亥革命先驱邹容、红色戏剧家

李伯钊等各自馆内最经典的红色故
事。

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
长、文博研究馆员于延俊，重庆红岩联
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朱军，
三峡博物馆副馆长张荣祥等业内专
家，从演讲内容、语言艺术等多个方
面，对选手进行了现场评比，最终，来
自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吴静、张丽佳，歌
乐山烈士陵园的苏予3名选手获得一
等奖。

据了解，这次比赛也是我市“5·18
国际博物馆日”开展的活动之一。

重庆举办首届革命纪念馆
红色故事讲解比赛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赵迎昭）5月
9、10日，中国舞协在城口开启了慰问演
出，“阳光计划”文艺扶贫系列活动同时
启动。

“重庆人坚韧不拔的精神鼓舞我”

演出开始前一个小时，城口县职业
教育中心的300名学生、城口县老年艺
术团的80名团员，以及数百名市民陆续
来到体育馆。

中国舞协副主席王小燕领舞的群舞
《火辣辣的爱》是本场演出的开场节目，
灵活而富于韵律的秧歌、高超的手绢花
技巧燃爆全场。市曲协副主席凌淋表演
的谐剧《一分都不能少》让观众捧腹大
笑。

演出在男高音歌唱家王凯《我的
太阳》歌声中拉下帷幕。重庆日报记

者了解到，王凯曾在市歌剧院大型原
创歌剧《钓鱼城》中饰演男一号“忽必
烈”。“钓鱼城保卫战长达36年，重庆人
坚韧不拔的精神、不屈不挠的意志鼓
舞着我，让我在艺术创作道路上不断
精进。”

“我对城口充满敬意”

5月9日下午，中国舞协主席冯双白
在城口县委党校举办讲座，以《中国妈
妈》《多了一个你》《鸡毛信》等经典舞蹈
为例，向城口200余名文艺工作者讲授
当代舞蹈艺术的创新和魅力。

“我对城口充满敬意——李先念、徐

向前、王维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曾在城口播撒火种，红军将士和城口儿
女为保卫红色苏区浴血奋战，为中国革
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冯双白说，城口是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被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确定为“文
艺扶贫奔小康”志愿服务行动工作示范
县，中国舞协到城口慰问演出有着特别
意义。

文艺志愿服务团下基层

5月10日，中国舞协文艺志愿服务
团赴城口县修齐镇和庙坝镇演出。

当天，中国舞协、市舞协组织重庆两

江艺术团40名演职人员将舞蹈《山间红
苗》、杂技《晃管》、魔术《五彩缤纷》等9
个节目送到两个乡镇居民身边。重庆日
报记者现场看到，修齐镇第一中心小学
和庙坝镇第一中心小学分别有800名和
400名师生观看演出。为了让更多居民
知道演出信息，庙坝镇还在每个村子贴
上海报。

在两场演出中，杂技和魔术深受学
生喜爱。将蓝色气球放在黑色托盘里，
一吹气就变成了“百元大钞”编织成的红
花。这样的魔术场景在孩子眼中格外稀
奇，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魔术师那一双
巧手上，不舍得离开。

中国舞协赴城口慰问演出

▶5 月 10 日，石柱三河镇，工作人
员利用“动中通”现场采集设备将堰塞
湖情况实时回传指挥部。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5月 10日，由市民政局与长寿区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的2018年“5.10”洪涝灾害救灾应急演练在长寿区体育中心广场举
行。

此次演练分为8个阶段17个环节，分别是灾情预警、灾情发生、灾害救援、
灾情报送、灾情核查、灾情会商、应急救助、过渡期救助及倒房重建。

图为医疗救护人员在应急演练中抢救“伤员”。
（市民政局供图）

5月9日下午，武隆区在106所学校7万余名师生中同步开展2018年地震灾
害应急疏散演练。今年，武隆结合辖内喀斯特地貌地质环境，重点针对城市内
涝、暴雨洪灾、地质灾害以及火灾、燃气泄漏等重点风险源、隐患点，将在全区范
围内因地制宜开展人员疏散和搜救、群众生活救助、伤员救治等应急演练，以提
高公众对灾害风险的防范意识，增强群众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图为消防队员在应急演练中对“伤员”进行紧急救援。
通讯员 蒋颖 代君君 摄影报道

武隆举行地震灾害应急演练 抗洪救灾应急演练在长寿举行

高科技指挥车上阵 通讯断绝也可传回现场画面

重庆开展军地抗洪抢险应急演练

▼5 月 10 日，石柱三河镇，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的全新“武器”——“动中
通”指挥车首次亮相。

记者 万难 摄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重庆
日报记者5月10日从市教育矫治局获
悉，为保障戒毒人员的合法权益，提高
戒毒治疗效果，全市每个强制戒毒场
所今年以来陆续成立了法律服务工作
站，配备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为迫
切需要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的强制戒
毒人员及时提供法律服务。

南岸女子教育矫治所戒毒人员
郭某自住房屋面临拆迁，无人帮她
处理。该所法律服务工作站立刻为
她联系了一名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进行了非诉讼代理。经过办理，郭

某的诉求得到满足，合法权益得到
保障。

据市教育矫治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戒毒人员因处于社会的边缘，合
法权益如果受到侵害，容易陷入无人
关心、无人过问的境地。他们也需要
法律的保护，希望得到法律的帮助。
今年以来，全市司法行政教育矫治
系统为戒毒人员提供法律服务的事
项中，民事咨询为 570 余件。戒毒
人员咨询的最多的民事事项中，主
要涉及婚姻家庭、财产继承、合同纠
纷等。

戒毒人员可申请法律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