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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杨 铌 紫）5 月
14至15日，全国妇联分别举行2018年
度全国“最美家庭”揭晓活动和第十一
届全国五好家庭表彰大会，我市有40
户家庭获评全国“最美家庭”，有40户
家庭获评全国五好家庭称号，聂晖、王
升武代表重庆家庭参会并接受表彰。
王升武（符爱浓家庭代表）还作为全国
3个发言家庭之一，在全国五好家庭表
彰大会上发言。

本次活动揭晓了全国“最美家庭”
1000户，表彰全国五好家庭1000户。
由市妇联推荐的40户家庭被评为全国

“最美家庭”，这些家庭从 2016 年、
2017年荣获重庆“十大最美家庭”以及
重庆“最美家庭”的家庭中产生；40户
家庭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这些家庭从
历届获得全国“最美家庭”的重庆家庭
中产生。

据了解，市妇联联合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自2014年起开展重庆“最美
家庭”寻找活动，通过全媒体发动，组织
推荐，群众自荐、他荐的方式，在全市上
下深入寻找在孝老爱亲、家庭和睦、承
续家风、教子有方、创新创业、无私奉
献，廉洁勤俭、自强不息、热心公益、绿
色环保、邻里互助等方面表现突出、事
迹感人、群众认可的“最美家庭”，他们
也成为文明家庭、五好家庭等先进家庭

的“蓄水池”。4年来，全市240余万户
家庭积极参与寻找活动，全市累计评出
各级“最美家庭”5万余户，其中111户
获评全国“最美家庭”，8户获评全国文
明家庭。

今年，我市继续深入开展重庆“最美
家庭”寻找活动，现已启动推荐、评选工
作。推荐采取群众自荐他荐、媒体推荐
和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自荐和
他荐的家庭可就近向所在乡镇（街道）妇
联、区县妇联申报，欢迎家庭踊跃参与。
中秋节前将举行揭晓活动，展示寻找出
的“最美家庭”代表。

2018年度全国“最美家庭”和第十一届全国五好家庭揭晓

重庆80户家庭获殊荣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黄振胜）虚拟货币、边玩游戏边赚钱、消
费返还全部金额……这些有没有让你怦
然心动过？5月15日，第九个全国打击
防范经济犯罪“5·15”活动宣传日到来之
际，市公安局在渝北区空港广场举行集
中主题宣传活动，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民
警提醒广大市民，面对越来越多的新型
经济犯罪，应当时刻警惕。

网络货币暗藏传销陷阱

民警介绍，随着互联网高速发展，传
统的传销犯罪也披上了“高大上”的外
衣。“有些打着所谓的虚拟币、区块链等
看似高深的口号的行为，其实都是变了
花样的传销犯罪。”

日前，有外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维
卡币”跨境网络传销案，该案犯罪嫌疑人
就是依托互联网，在境外设置服务器，以
发展会员奖励和买卖所谓的“维卡币”获
利为诱饵，吸引群众缴纳会员费注册成
为网站会员，从而骗取高额费用。注册
会员后，老会员可以通过推荐新会员，获
得一部分“维卡币”“奖励”，而这些“维卡
币”可以换算成商品或钱。“其实这依然
是传销的一种类型，‘维卡币’并没有等
价的实物来进行交换，仅仅是网站上的
一个数字而已。该网站依然逃不出‘拉
人头’的发展方式，底层参与者觉得自己
是一种投资，但公司和传销参与者所获
得的收入，实际是上线对下线缴纳会员
费不同比例的瓜分，一旦无人加入，资金
链势必断裂，网站也终将崩盘。”

玩个游戏也可能陷入骗局

“一边玩游戏，一边还能大把赚钱，
这是不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民警介
绍，有人就借助“玩游戏赚大钱”骗钱集
资、非法传销。

前不久，江津警方破获的“魔幻农
庄”新型网络传销大案就是一例。该游
戏与QQ农场形式相近，但却为玩家营

造致富大梦，即花费330元注册游戏账
号，在农庄里长出的玫瑰花可以变现，每
朵1元。

此外，该游戏还以各种奖励方式鼓
励玩家推荐更多的人来加入。比如推
荐1个新用户奖励16个种子，满100个
种子可以换90朵玫瑰花；推荐10个新
用户奖励 1 个花仙子，增加收益率
0.1%；每个推荐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直推
人那里“采蜜”，也就是获取对方每天收
益的10%等。“传销的手段看似多样，但
最终的结果都相似，那就是崩盘时血本
无归。”

消费返现同样值得警惕

“消费返现的骗局也在日渐增多。

看到类似‘你花多少钱，平台就返你多少
钱’的宣传，一定要提高警惕。”民警介
绍，近年来，诸多不法组织以电商或者微
商为名，以“消费返利”“增值消费”等为
噱头，利用消费者逐利心理，诱其入局成
为会员，实际却是吸引消费者或商户投
入资金，进行非法集资或隐蔽性传销的
勾当。

日前，外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云
联惠”传销骗局。在这起骗局中，不法
分子承诺消费金额全额返还，但返还
方式并不是一次结清，而是承诺每天
返还给用户万分之五左右，直至全部
偿还。

“数学好的人自己算一算就能算出
来，如果想要收回成本的90%就需要13

年。”民警还表示，这起案件中的不法分
子也实行积分制和会员制。当一个用户
成功拉到商家参加运营或是消费者购
买，即可获得奖励；普通会员、金钻会员、
铂钻会员意味着不同的权限，如金钻会
员、铂钻会员享有推荐权（即发展下线），
在推荐新人成为会员后，他们会获取新
人会员的收益提成。“这就是典型的传销
和非法集资。”

为此，民警提醒广大市民，随着互联
网的普及，新型经济犯罪呈现出更为隐
蔽性与虚拟化的特点，一定要做到：高息
诱饵不动心；老板“实力”不崇拜；“官方”
背景不迷信；“合法”吸储不大意；熟人

“热心”不轻信；违规吸储不参与，才能保
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面对越来越多的新型经济犯罪，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提醒市民

做到这六个“不”才能守住“钱袋子”

本报讯 （记者 张莎）5
月 15日，市文明办、市教委、团
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在人民
小学联合发布了2018年一季
度“新时代重庆好少年”名单，此
次发布会也拉开了我市在未成
年人中启动“新时代好少年”学
习宣传活动的帷幕。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积极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未成
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按
照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团中央、
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部
署，今年我市在未成年人中启动

“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
动。经全市各级各地广泛发动，
自下而上层层推荐，30名少年
儿童被推选为2018年一季度

“新时代重庆好少年”。
他们有的多才多艺，品学兼

优；有的命运坎坷，早早地扛起
生活的重担；有的乐于助人，是
优秀的小小志愿者。其中，王子
涵、刘佳作为我市典型上报中央

文明办等主办单位，参评全国
“新时代好少年”。

王子涵从小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学业优秀的同时，孝敬
长辈、诚信友善。他牺牲自己的
课余时间主动给后进学生做辅
导，把自己积攒的零花钱捐献给
需要关爱的残疾人、老人。他是
人们眼中乐于助人、节俭好施、
尊老孝老的好少年。

刘佳从小被亲生父母遗弃，
却将温暖与爱无私地给予他人，
成立了“刘佳志愿者服务小分
队”，用爱心和热情展示当代红
领巾、新时代少年的风采。

据悉，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市教委、团市委、市妇联、市
关工委将在每季评选30名“新
时代重庆好少年”，并从中选取
2名典型向中央文明办等主办
单位推荐。同时，每个季度也
将举行一场“新时代重庆好少
年”发布会，向全市宣传展示这
些好少年的先进事迹和风采风
貌。

我市发布一季度“新时代重庆好少年”

首批30名优秀学子入选

邓宇涵 万州区白岩小学五年级四班
陈子妍 黔江区实验小学校四年级二班
牟思翰 涪陵区涪陵城区第六小学四年级九班
蔡金言 重庆市第四十二中学初2020级五班
程印东 江北区华新实验小学六年级六班
郭佳佳 沙坪坝区青木关中学校初2018级六班
欧洋菡 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六年级十一班
王子涵 南岸区江南小学五年级九班
罗 倩 北碚区复兴小学四年级三班
罗 雨 渝北区松树桥中学初2018级九班
林政安 巴南区鱼洞第二小学校四年级八班
刘静宜 江津区四牌坊小学2015级二班
刘一诺 合川区南滨路小学四年级五班
刘 佳 永川区萱花中学初2020级十三班
陈林溪 南川区南川中学高2020级十一班
李春燕 大足区高坪镇中心小学五年级二班
雷思俞 璧山区璧山中学校高2020级十三班
刘子毅 铜梁区玉泉小学五年级三班
龙麒宇 潼南区朝阳小学校六年级二班
陈思穆 开州区开州中学初2019级五班
龚海琴 梁平区城东小学四年级
叶力华 忠县拔山中学校初一年级五班
熊 畅 云阳县双江中学高二年级三班
韩 语 巫山县抱龙小学2013级三班
蒋奇岐 巫溪县白马中学高2019级三十六班
邹蕙阳 石柱自治县民族中学2019级四班
唐彬轩 秀山自治县凤翔小学2014级四班
冉昕月 彭水自治县森林希望小学五年级五班
胡君逸 两江新区竹林实验学校八年级四班
喻子茹 万盛经开区中盛小学五年级三班

2018年第一季度“新时代重庆好少年”名单

5月15日，全国五好家庭符爱浓家庭代表王升武接受记者采访。
（市妇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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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有一位老人，每天带
着一个小布袋出门，看到路边丢
弃的废电池便捡起来，回家整理
好再定期送去环保站。她还随
时随地给社区居民和孩子宣传
废电池的污染危害。一件小事
情，她坚持了17年，人们都叫她

“电池婆婆”。
这位老人名叫符爱浓，在5

月15日全国妇联举行的第十一
届全国五好家庭表彰大会上，符
爱浓的儿子王升武接受了表彰
并代表一家作了发言。

符爱浓回收废电池源于
2001 年看到的一档电视节
目。她了解到一节废电池可以
污染一平方米土地，而食用被
污染的土地种植的蔬果，容易
患上败血症和癌症。王升武
说，从那以后母亲就告知全家
人，今后不能把家中的废电池
乱扔，全都交给她回收。在外
面看到地上有废电池，也要捡
回来交给她处理。

“10多年来，母亲走到哪里
就捡到哪里，‘环保课’也就上到
哪里。”王升武说，在老人的带动
下，他们全家都行动起来，前后
捡了几万节废电池交给环保

站。母亲的事迹不仅上了电视
和报纸，还被刻在社区文化墙
上。

其实，除了义务搜集废旧电
池，符爱浓一家还干了很多好
事。单位有困难职工，符爱浓和
丈夫把家里仅有的存款拿出来
帮助他们，还坚持16年照顾3
位孤寡老人；在社区建起儿童之
家，组织孩子们上课、游戏、看望
孤寡老人。正是受了这样的影
响，王升武和兄弟姐妹也都十分
乐意帮助别人，一直热心做公
益。

符爱浓今年已经83岁，患
有多种疾病，平日里上下台阶都
很吃力，再出去捡电池也力不从
心。尽管如此，她还是常常跟身
边人讲废电池的危害。

“现在，这项环保事业的接
力棒交到了我和孩子们的手里，
我们约定要一直坚持下去。”王
升武说，常常有人会问，这样不
计回报的付出有什么意义，他认
为用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最
好的回答。那就是：我们生活在
一个好的时代，是这个社会给了
我们幸福的生活，我们也应该以
一己之力回馈社会。

第十一届全国五好家庭符爱浓家庭——

坚持回收废电池17年
照顾3位孤寡老人16年

本报记者 杨铌紫

今年86岁的袁镇涛是渝北区龙
山街道盘溪河社区的一名退休党
员，也是辖区的反腐倡廉宣传员。
截至目前，袁镇涛已累计走进30个
社区宣讲。

袁镇涛是如何当上反腐倡廉宣
传员的呢？这还得从1998年说起。
那时，袁镇涛从报纸上得知在哈尔
滨税务系统的一位老朋友因贪污受
贿被“双规”的消息，十分震惊，因为
这位“落马”的官员在他印象中是位
爱岗敬业的好干部。

袁镇涛很难过，心里想着自己
应该做点什么。经过好几天的思
考，袁镇涛决定将自己剪报收集的
反腐倡廉新闻整理成书，也是从那
时起，他开始把报纸上有关反腐倡
廉的报道专门归类做成剪报，并将
剪报内容进行摘编。

对于一位老人来说，要出书并
不容易，电脑打字就成为袁镇涛遇
到的第一个难题。“儿子给我买了一
个电脑写字板，还教我怎么使用。”
袁镇涛说，这样一来输入文字就得
心应手了，在摘编时他也只做文字
上的删节、订正，从不“添油加醋”，
每篇报道都附有出处，便于查核。

妻子沈莹非常支持他，跟着一
起在家里剪报、选材、录入、编排、校

对，天冷时用热水袋热敷袁镇涛受
过伤的手，缓解他因长久码字造成
的疼痛。

2011年，《反腐倡廉警示录》初
稿问世，袁镇涛将其陆续赠送给市
级有关部门和街道社区，并先后在
2014 年、2015 年完成了第二稿和
第三稿。克服了不懂电脑、左手受
伤、视力下降带来的种种困难，现在
摆在袁镇涛书桌上的，是共计577
页、48万余字、518个案例的“大部
头”。

实际上，袁镇涛摘编《反腐倡
廉警示录》的过程，也是一家人学
习党的反腐倡廉方针、政策、规定
的过程，更是警示他和家人的过
程。在这样的氛围下，袁镇涛制定
了“勤俭持家，以诚待人，尊重人
格，以理服人，不取不义之财”的家
风家训，一家人相互关心、尊重，真
诚相处，他还鼓励子女为社会做更
多好事。

连续8年，袁镇涛一家都会在春
节带着年货向公交车驾驶员、售票
员拜年；每年的中秋节、元宵节，他
们为小区的值班保安送月饼和汤
圆；袁镇涛带着身边的党员朋友，给
小朋友捐书、讲课，向邻里宣讲反腐
倡廉。

2018年度全国“最美家庭”袁镇涛家庭——

86岁老人编写48万余字
反腐倡廉“大部头”

本报记者 杨铌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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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5月
15日，据市气象台预计，16日重庆将
继续高温模式，最高温度将达37℃。

实况监测显示，15日15时，主
城沙坪坝区出现了今年首个高温
天，气温达36.3℃。

据重庆市气候中心数据显示，
随着气温逐步升高，目前，主城、江津、
铜梁、璧山、万州、合川、丰都、开州都
已入夏，且较往年偏早了7至13天。

不过，到了17日，各地将有一
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以阵雨或
雷雨为主，长寿、垫江、梁平、合川、
潼南等中西部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
雨到大雨。届时，高温将有所缓解，
主城最高温也将下滑至32℃左右。

专家提醒，高温持续，市民外出
注意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午后尽量

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另外，17日雷
雨来袭，易出现强对流天气，提请注
意防范雷电、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
可能造成的危害。

具体来看，16日白天，各地多
云到晴，东南部有分散阵雨，大部
地区气温 19-37℃，城口及东南
部 18-33℃，主城区多云到晴，
23-37℃；16日夜间到17日白天，
各地多云转阵雨，伴有雷电、阵性大
风及短时强降水，大部地区气温
20-35℃，城口及东南部20-32℃，
主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4-32℃；
17日夜间到18日白天，长江沿线
及以北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
余地区小雨到中雨，大部地区气温
18-31℃，城口及东南部16-30℃，
主城区中雨，22-27℃。

我市今天最高温度37℃
明天降雨降温，主城最高温度下滑到32℃

2018 年度全国
“最美家庭”和第十
一届全国五好家庭
重庆获奖家庭名单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杨艺）第二十
一届中国（重庆）国际投资暨全球采
购会（以下简称渝洽会）将于5月
25日-28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举办。本届渝洽会西永微电园将携
20余家入园企业参展，届时不仅将
展出最新的高科技产品，还将带来
重庆非遗工艺和文化艺术品、进口
保税油画等。

今年来，围绕加工贸易、货物贸
易和服务贸易三大发展重点，西永
微电园着力引进和培育一批龙头优
质项目，实现新签约项目22个，包
括南山集团计划打造百亿级汽车
港，华润微电子计划打造全国最大
功率半导体基地，互联网大数据类
项目9个，总部贸易和跨境电商类
项目11个等。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西永微
电园园区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356.2亿元，增长17.8%；实现进出

口值416亿元，增长16.8%，占全市
38.5%，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据统计，广达、英业达、富士康、
华润微电子、SK海力士、微软孵化
平台、机器人行业协会、泓艺九洲等
20多家入园重点企业将参加本届
渝洽会，并展出电子终端产品、芯
片、大数据云计算等产品，以及重庆
本地非遗工艺和文化艺术品，还有
来自日本、意大利等国的进口保税
油画等。

据悉，两个重点项目也将在渝
洽会上签约。其中，华润微电子基
本级扇出芯片封装项目计划总投资
50亿元，未来产品将大量在汽车电
子、5G通讯基带等功率半导体和通
讯领域广泛应用，达产后年产值50
亿元以上；中电科联合微电子中心
打造集成电路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
协同创新研发平台项目，将在面向
智能传感、国防与安全电子、下一代
数据中心、5G移动通信、MEMS、
量子通信、量子/光子计算等前沿应
用领域上获得技术突破，使重庆本
地半导体产业在光电微系统等方向
形成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技术成
果。

西永微电园20余家企业
将参加渝洽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