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9月19日
是2019年重庆市网络安全宣传周的法治
日。当天，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在观音
桥商圈举行了主题日活动，联合发布网络
违法犯罪风险提示，介绍了几种常见的诈
骗手段，并为群众讲解网络诈骗案例，支
招市民如何防范网络诈骗。

如今，手机已经成为市民上网的主要
设备，如何防范基于手机的违法犯罪行
为？江北区网安支队民警蒋涛介绍，防范
此类违法犯罪，最重要的是务必关闭软件
的一些敏感功能，阻止自己个人信息被软
件过度收集使用。

“GPS、蓝牙、NFC这些非必要功能
平时不要打开，用完也要立马关闭。”蒋涛
说，一些不正规的软件会向用户过度索取
权限，违规搜集用户信息，造成用户的信
息泄露，而个人信息泄露通常就是网络违
法犯罪行为的开端。

对此，蒋涛给出了六条建议。首先是
要关闭手机软件中的一些敏感功能；其次
不在社交软件中晒家人和住址照片；不在
网上的小测试或小调查中留下个人信息；
不随意扔掉或者卖掉旧手机；手机软件安
装过程中对所需权限保持最低程度的同
意；不向他人透露验证码。

重庆市网络安全宣传周法治日

网警支招如何防范手机泄露个人信息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连日来，我市
第22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走进
各社区，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号召广大
居民学普通话、说普通话。

渝中区朝天门街道二府衙社区结合
重庆人爱说“川普”这一习性，现场设计互
动游戏环节，志愿者准备了《春晓》《水调
歌头》《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3首耳
熟能详的诗词，让大家用普通话诵读。志
愿者再针对大家遇到的发音难题进行详
细的分析和指导，并进行发音纠正练习。

渝北区龙塔街道紫福路社区利用“家

庭党校”“德法大讲堂”普及了“普通话与
方言的区别”等一系列常识。“上半年，女
儿带我去北京旅游，大家全说普通话，就
我不会，特别着急！”老党员陈万英在“家
庭党校”中讲了自己的尴尬经历。她说：

“学普通话很有必要，我们老年人就算几
十年乡音难改，也得学！在家里还要督促
儿女、子孙使用普通话。”

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革新社区在梦
想课堂以“说好普通话，迈进新时代”为主
题，开展为期一周的普通话培训课程。开
课通知发布以后，辖区群众积极报名。

第22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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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架子关系施工安全，一点不
能马虎，要心细、手稳。”9月17日上
午，渝北区建筑工程标准化及产业化
示范基地内的训练场上，48岁的架
子工杨德兵穿着蓝色施工服，系着安
全带，拿着扳手，正指导工人用钢管
搭建脚手架。

渝北区建筑工程标准化暨产业
化示范基地位于空港家园公租房旁，
前不久刚投用，杨德兵的市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也落户这里。为此，他每周
都会抽空到示范基地为工友指导安
装脚手架。

杨德兵是重庆永和建筑公司架
子工班组长。他在架子工领域钻研
30多年，无论是解放碑的商务大厦，
还是民心佳园的公租房，都曾流下他
辛勤的汗水。在成千上万次“拆拆搭
搭”的过程中，杨德兵不断摸索，自创
脚手架搭拆技术，还编写一些小册
子，帮助工友解决了高空作业的施工
安全难题。

艺高胆大
为纽约·纽约大厦搭楼顶架子

架子工属于特殊作业人员。要
把普通钢管搭设成操作平台、安全栏
杆、井架、吊篮架等工具，并在完工后
将它们拆除。这个既考验心理素质
又需要较强技术的工作，杨德兵谈起
来，却是轻松平淡。

“我18岁就出来打工了。”杨德
兵说，1988年，仅有初中文化的他从
铜梁乡下来到重庆主城打工。

“我读书少，又不懂技术，最开始
只能在建筑工地上做杂工，抬抬石
头、拌拌水泥。”杨德兵说，只要有时
间，他就会向“前辈”请教，一步一个
脚印地刻苦学习。勤奋的他迅速掌
握了脚手架的搭设方法、程序和安全
操作规程，取得了上岗资格证书。

那个年代，架子工搭脚手架并没
有太多工具，眼睛就是一把尺。在长
期搭架子的过程中，杨德兵练就了

“一眼准”的本领：一个工地需要多少
钢管、钢管长短和重量，他看一眼就
能估个八九分。

“入行30多年来，我已记不清楚
自己做了多少项目，主城每个区都有
我参与修建过的建筑。”说起搭架子，
杨德兵一脸自豪。纽约·纽约大厦高

228米，是解放碑的标志性建筑之
一。这座大厦的顶楼就是杨德兵和
工友一起啃下的“硬骨头”之一。

“纽约·纽约大厦顶楼有个38米
高的架子。当我们搭这个架子时，大
厦主体已经完工，塔吊也撤走了。大
家只好用吊篮运送材料。”杨德兵回
忆，钢丝绳有弹力，人坐在吊篮里摇摇
晃晃的。加上架子是塔尖型的，不仅
不好下脚，人和钢管扣件稍有不慎就
会掉下去，一般架子工心里发虚根本
不敢上。胆大心细的杨德兵和工友凭
着过硬技术，花了三四个月时间完成
了纽约·纽约大厦顶楼架子搭设。

心系工友
总结经验编写施工小册子

杨德兵在架子工圈子里很“火”，
不仅因为他手艺高超，还源于他摸索
创新一套安全管理制度，总结出脚手
架拆搭技术的精要，并把这些技术传
授给其他工人。

1999年，杨德兵来到重庆永和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担任架子工班组
长。他针对架子工工作条件艰苦、事
故苗头较多的特点，创新班组管理模
式。他完善班组各项安全生产制度，
做好班前例会和每日例行检查，坚持
对上一班遗留的问题进行总结，制定
解决措施，严格进行“安全交底”，把
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这些年
来，他带头施工的项目没有发生过一
起安全事故。

扎根建筑工地多年，杨德兵还养
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每天早上

6点起床，6点半出门，一天要到两三
个工地上检查指导。不仅如此，他还
保持了随时记笔记的习惯。每天检
查后，只要想起某个需要解决的问
题，杨德兵就会拿出笔记本记下来。

为让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架子
工熟练掌握钢管搭拆知识，杨德兵钻
研并编写出《施工现场脚手架搭拆》
《扣管、碗扣式钢管脚手架的区别及
应用》等小册子，如今已在我市建筑
行业推广应用。

以《施工现场脚手架搭拆》为例，
这本小册子共36页，分4部分。其
中，搭拆技巧部分有28页，从最基础
的钢管长度到支撑板重量均有详细
描述。仅脚手架单排纵距值一项，杨
德兵钻研的精确度达到了微米。

不仅如此，在这本搭拆手册中，
杨德兵还采用了许多通俗易懂的语
言，比如“横平竖直要把握，外架看的
是大角；一点一线一个面，按它操作
是规范”等语言朗朗上口。“只要多读
几遍，没有文化的工友也能听得明
白。”杨德兵说。

热心公益
入选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杨德兵当架子工30多年来，先
后带出学徒600多人，他也获得重庆
市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等多项荣誉。

如今，杨德兵不仅是市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负责人，还被评为第五批全
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作为一名朴实的建筑工人，杨

德兵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无私奉献、不图名利”的
内涵——

1997年秋，铜梁县政府（现为铜
梁区）提倡修建乡村公路带动农村经
济发展。杨德兵听说了此事后一夜
未眠。

杨德兵在外打工多年，深知“要
致富，先修路”的道理。第二天一大
早，杨德兵就向工长请假，回到西河
镇大珑村，和村长一道作乡亲们的思
想工作，他要带领大家修路。

“大珑村是铜梁较为偏远的山
村。在没有大型挖掘机的情况下，我
们靠铲子、锄头一铲一锄地挖，箩筐
一筐一筐地挑，连吃饭都像在打仗。”
杨德兵的堂哥杨德明回忆，当时大家
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尽快修好路，让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早日富起来。

按照常规施工进度，一条300多米
长的石子路修好需要两三个月时间。
在杨德兵的带领下，这条石子路仅花了
1个多月就完工。时至今日，这条路经
过翻修仍是村里的交通要道之一。

不仅如此，在四川汶川、青海玉
树、甘肃舟曲等自然灾害中，杨德兵
也多次协助公司组织项目部为灾区
捐款捐物，更主动请缨带领架子工组
的工友奔赴灾区进行灾区重建工作。

“只要感情不滑坡，办法总比困
难多。”这是杨德兵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在他看来，建筑工程质量高低，
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生命财产安
全。“干一行，爱一行，带一行，我将帮
助越来越多的工友，让我们的建筑修
得越来越牢固。”他说。

进城务工的杨德兵——

自创脚手架搭拆技术全市推广
本报记者 廖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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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油烟扰民被限时整改

接到“渝中区大坪时代天街商住
楼无公共烟道，楼下餐馆排放油烟扰
民（5栋、6栋、8栋、9栋最严重），餐饮
废水直排下水道；5栋楼下何王氏串
串占道经营，排放油烟扰民”的交办
件后，渝中区立即组织相关工作人员

前往现场进行了调查。
据了解，投诉人反映的龙湖时代

天街商住楼为时代汇5-9栋，1-4楼
为商铺，5楼及以上为住宅。时代汇
5-9栋共有餐饮商家236户，其中未
营业的有6户，配套有公共烟道的
199 户，安装了油烟净化器的 178
户，没有公共烟道的31户，但大多数
为经营不产生油烟的小吃店、面食
店、冒菜店，或者当作库房使用。

现场检查发现，5栋1楼的黔江
鸡杂餐馆经营中餐，厨房安装了油烟
净化设备，无配套专用烟道；5栋2楼
的林妹妹的饭主要作为仓库使用，厨
房有专用烟道，未安装油烟净化设
备，存在产生油烟的经营行为；6-9
栋餐馆都接入了污水管网，5栋有7
家餐馆将餐饮污水直排入室外雨水
沟，但经物业引流，最终接入了该楼
污水池，后进入市政污水管网，并未
进入市政雨水管网，不会对外环境造
成影响。

何王氏串串现正在装修，未营
业，未发现占道经营现象，也无油烟
扰民问题。

“根据检查结果，我们要求黔江
鸡杂餐馆立即停止产生油烟的餐饮
服务，要求林妹妹的饭在7日内安装
油烟净化设施，确保油烟达标排放。”
渝中区相关负责人称，渝中区城管局
和石油路街道将督促龙湖物业优化
5栋管网，实现小区内雨污分流，制
止商户乱倾乱倒现象，防止商户将餐
饮污水倒入雨水沟。同时，渝中区生
态环境局将督促何王氏串串及时安

装油烟净化设施，确保油烟达标排
放。下一步，相关单位将及时开展复
查工作，确保整改工作按时完成。

油烟、污水问题立查立改

“江北区兴竹路18号附1号（鹏
润蓝海C区）大悦汤城市温泉厨房噪
声及空调噪声严重扰民，排放油烟扰
民；其营业以来，化粪池多次溢出，污
水横流。多次反映无果，希望问题能
得到解决。”

经核查，大悦汤城市温泉位于江
北区鹏润蓝海C小区6栋，2018年7
月正式营业，注册名为重庆大悦汤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办理了《工商营业
执照》和《食品卫生许可证》。该公司
主要经营洗浴服务、住宿、餐饮等项
目，厨房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和油水分
离器。经营时厨房的油烟从窗户飘
出，风机和空调外机运行时有噪声。
今年以来，该公司的化粪池有外溢、
污水横流现象。

江北区生态环境局对重庆大悦
汤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厨房油烟、风
机噪声及空调外机噪声进行了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均达标排放。

江北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接
到投诉件后，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整
改：一是要求经营者定期对油烟净化
设备进行清洗，保证设施的正常运
行，确保油烟达标排放；二是加强对
员工的管理，营业期间关闭厨房门窗
降低噪声；三是立即与专业清掏公司
签订协议，即日起对化粪池进行清掏
维护，并建立巡查清掏、维护等台账。

接下来，观音桥街道将对该区域
加大巡查和监管力度，如发现重庆大
悦汤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再有油烟、噪
音扰民和化粪池外溢等问题出现，立
即向江北区生态环境局、江北区城管
局报告。

加强措施避免油烟扰民

南岸区接到投诉件称：南岸区南
湖路26号骏逸江南裙楼楼下东北胖
子烧烤、青春烧及另一家烧烤店排放
油烟扰民。排烟口在二楼，三家都安
装了油烟净化器，但经常未使用，即
使使用了仍存在油烟问题。已反映
多次，但一直未解决。

经调查，南岸区南湖路26号骏
逸江南裙楼楼下总共有8家餐馆，
分别为韦氏鹅螺狮（中餐）、虾舍餐
饮店（江湖菜）、东北胖子烧烤、洋洋
小豆腐、普金老火锅、青春烧等（烧
烤）、潜江油焖大虾（烧烤）、壹筒巫
山纸包鱼（转让中，未经营）。除普
金老火锅餐馆不涉及厨房油烟外，
其余各餐馆均安装有油烟净化设
施。群众所反映的“三家餐馆虽都
安装了油烟净化设施，但经常未使
用，即使使用了仍存在油烟问题”，
待进一步监测核实。

“目前，韦氏鹅螺狮、虾舍餐饮
店、东北胖子烧烤、潜江油焖大虾、青
春烧等5家餐馆均已委托第三方专
业油烟治理、监测机构对餐馆油烟治
理并监测，监测结果显示5家餐馆油
烟排放达标。”南岸区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及时查问题 积极解民忧

重庆各区县着力整改群众身边环境问题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胡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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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直排污染
环境、餐饮油烟扰民、
噪声污染……这些群
众身边的环境问题给
人们群众的日常生活
造成不小的困扰。中
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进驻重庆期间，
有关这类问题的群众
投诉屡见不鲜。

■重庆市各区县
接到交办件后，高度重
视，立行立改，及时查
问题，积极解民忧。

本 报 讯 （记 者 汤 艳 娟 实 习
生 吴志杰）土壤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
园，你知道土壤与生态农业的关系吗？
土壤病了究竟是谁惹的祸？9月26日下
午，“乡村振兴大讲堂”第四讲将在潼南
区委党校举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
环境学院植物营养学教授刘存寿将揭晓
土壤的奥秘。

以“乡村振兴 绿色发展”为主题的
“乡村振兴大讲堂”，由重庆市农业农村委
员会指导，重庆日报、重庆博恩集团联合
主办。该讲堂每月举行一次专场报告会，
将邀请国内知名“三农”专家、学界精英、
知名企业家等现场授课，并通过重庆日报

全媒体矩阵向广大读者传播。
“乡村振兴大讲堂”第四讲，作为主讲

嘉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植物营养学教授刘存寿，将以《土壤生态密
码解锁》为主题带来精彩讲座。

经过二十多年的潜心研究，刘存寿早
已是土壤的“老朋友”。他曾率领团队在
全球首次完成了土壤水溶性腐殖酸物质
组成测定。他和团队研究的“植物碳基营
养机理与天然有机物料高肥效利用技术
研究项目”彻底破解了“化肥副作用”的难
题，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被称为“世界肥
料界的一场革命”。

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报名参与
“乡村振兴大讲堂”第四讲吧！

“乡村振兴大讲堂”第四讲26日走进潼南

解锁土壤生态密码

报名参与“乡村振
兴大讲堂”第四讲

扫一扫 就看到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9年9月12日上午09:00在朵力公司三
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
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数23975万股，占
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3218.02万股的
72.17%。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
男男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对九项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并采
用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
告》。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工
作报告》。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2018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可分配
利润结转至下年度。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全面
预算的议案。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投资
计划的议案。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变动的议
案：滕明全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选
举刘刚先生为公司监事。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2日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报讯 （记者 张莎）9月19日，秀
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举办“好人在身边”
微访谈市级示范活动，赵茂兴、程明仙、钟
纯刚、瞿秀泉、陈夕才、朱长福等身边好人
逐一登台，展示脱贫攻坚中的先锋力量。

为了闹纠纷的村民能团结和谐，他7
次上门苦口婆心忙调解；为了村民能够喝
上放心水，他筹集资金修建11口蓄水池；
为了村民能够改变“等靠要”思想，他自掏
腰包刻录脱贫典型光盘召开50余场院坝
会……自2015年到隘口镇富裕村担任

“第一书记”开始，赵茂兴就把全部身心投
到了富裕村的发展和群众脱贫致富上。

“穷了这么多年，富裕村终于看到富
起来的希望了，也终于敢说富裕了！”作

为农民的儿子，赵茂兴高兴地对大家说。
1元钱，对很多人而言微不足道，但

每天至少捐出1元钱，是国网秀山供电公
司职工、“助人为乐”重庆好人瞿秀泉对
贫困山区孩子们的承诺。

2005年，为了帮助困难学生，瞿秀泉
发起成立了“秀山阳光爱心小组”，大家
定下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人每天捐助
1元钱，资助贫困学生。每月，瞿秀泉都
要带着小组成员走村串户，把生活费亲
自送到孩子们手上。目前，“秀山阳光爱
心小组”的固定成员已发展到60余人，14
年间累积资助贫困学生57名，资助金额
45万余元，被资助的学生中已有42人考
上大学，35人走上了工作岗位。

他们是脱贫攻坚的先锋力量
秀山举办“好人在身边”微访谈市级示范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