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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

本报讯 （记者 何超 文/
图） 10月 24日，记者从区数
字化城市管理中心获悉，该中心
古树名木智慧管理平台顺利通过
市、区级专家验收。该平台投用
后，我区古树名木将实现信息
化、数字化、智慧化管理。

当天上午，记者在区数字
化城市管理中心看到，辖区的
黄葛树、罗汉松等近 100 棵古
树，一一呈现在平台定位的地
图上，工作人员只需用鼠标点
击任意一颗树木图标，即可显
示这颗古树相对应的数据和信
息。据悉，古树名木智慧管理
平台是融合了物联网、移动互
联网，渝碚路区域采用了LoRa
组网、养护巡查管理采用了
RFID技术，最终实现古树信息
及时更新、坐标定位、生长状
态、砍伐预警、倒伏预警、养
护维护、二维码信息展示、数
据统计分析等功能。

该平台于今年6月正式启动
安装，7 月底建成并投入试运
行，于10月20日通过市、区级
专家验收。区数字化城市管理中
心主任刘小玲介绍，“任意点开
一棵树，上面就会显示设备编

码、（土壤）温度，含水量、电
导率、倾斜预警、振动预警，若
树木含水量不够、发生偷盗、倾
斜，系统将会自动报警。”

数据显示，目前我区共有古
树名树 85 棵，其中包含黄葛

树、紫薇、苏铁、印度榕等10
多个品种。为进一步方便市民了
解古树的相关知识，管理部门还
为每棵古树制作了公示牌和二维
码，市民通过扫描二维码，不仅
能浏览古树的树种、树龄、登记

等相关信息，还链接了一些关于
古树百科和小故事。区数字化城
市管理中心提醒，爱护古树人人
有责，对于随意损毁、砍伐、移
植古树的行为，绿化主管部门可
依据相关法规给予处罚。

我区率先启动古树名木智慧管理平台
扫描二维码了解古树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 孙凯芳） 记者近日了解到，我区三位教
育、文化领域的代表人物，纷纷主动为沙坪坝消防代言，并积极
配合公益海报拍摄工作，用实际行动支持和宣传消防公益事业。
这三位消防代言人分别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杨永斌、重庆乱针绣第
三代传承人闫永霞、非物质文化遗产川江号子传承人蔺承新。

杨永斌，中国工程院院士，工程力学专家，现任重庆大学
土木学院荣誉院长，曾在清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城
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大学担任访问或客座
教授。谈及消防事业，杨院士说了这样一番话：“广厦必起于垒
土，火患常见于忽微，消防安全和工程建设是一个道理，要从
细微之处做起，再小的火灾隐患也可能会起火成灾。只有人人
关注消防、参与消防，才能防患于未然。”

闫永霞，重庆乱针绣第三代传承人，创办了重庆市永霞工
艺品有限公司，2015年被重庆市工艺美术协会评为重庆市第四
界工艺美术大师，多次在国内工艺美术展览中获奖。多年工作
并生活在磁器口古镇的她，可谓是见证了古镇消防工作的每一
项成绩。为了表达对消防官兵的感谢和赞扬，闫永霞以“逆行
勇士”为主题，向沙坪坝消防送上了一幅刺绣精美的逆行者背
影。“这些年来，磁器口的消防安全有了很大的提高，这让我们
这些磁器口人更有安全感和幸福感，消防情怀也深深地根植在
我们心中，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消防，学习消防。”

蔺承新，非物质文化遗产川江号子传承人，先后参加过湖
北卫视主办的《我爱我的祖国》、央视4台（中文国际频道）春
晚等节目演出。同时，他还是国宾大酒店的董事长，在酒店管
理过程中，他深刻意识到消防安全对酒店健康发展的重要性，
也十分感谢消防部门对酒店火灾防控的指导和监督。他说：“任
何一家企业和单位，都不能只顾利益而忽视安全。消费者选择
我们酒店入住，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保证他们
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也想通过这次契机，将消防意识传达给更
多人，共建平安幸福的生活环境。”

三位代言人以身作则，用简单质朴、生动形象的语言，发
挥带头作用，号召广大市民关注消防安全、学习消防知识、提
升消防意识，为平安沙坪坝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利用微信朋友圈宣扬“法轮功”等邪
教，可能触犯刑法。2017年5月31日，江苏
省盐城市大丰区两名女子就因在微信朋友圈
大量传播邪教信息，构成利用邪教组织破坏
法律实施罪受到刑事处罚。

经查，陈翠玉，女，1968年3月出生，汉
族，小学文化，盐城市大丰区大中镇人，被告
人陈翠玉曾因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罪，于2010年8月18日被大丰区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刑四年。沈兰香，女，1962年11月出
生，汉族，高中文化，退休职工，盐城市大丰
区大中镇人。被告人沈兰香因利用邪教组织破
坏法律实施罪，于2010年8月17日被大丰区
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6个月。

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

7月至12月期间，被告人陈翠玉在微信朋友
圈中发布“法轮功”邪教图片、文字、音
频、视频等邪教宣传信息85条，其中图文53
条、音频、视频30条、动态页链接2条；被
告人沈兰香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法轮功”
邪教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邪教信息51条，
其中图文33条、音频视频17条、邪教网页链
接1条。

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
人陈翠玉、沈兰香曾因从事邪教活动被追究
刑事责任，又从事邪教活动，其行为均构成
了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依法应追
究其刑事责任。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检察院指
控被告人陈翠玉、沈兰香利用邪教组织破坏
法律实施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指控罪名正确，依法应予以采纳。
2017年5月31日，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

院依法对陈翠玉、沈兰香利用邪教组织破坏
法律实施一案作出判决：陈翠玉、沈兰香均
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
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
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七）款之规定，判决
如下：被告人陈翠玉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
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
40000元。被告人沈兰香犯利用邪教组织破
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 6 个
月，并处罚金35000元。

本报讯 （记者 裴梓臣） 10月23日，
为提高社会公众对非法集资危害性的认识，
进一步普及金融知识，引导公众自觉远离和
抵制非法集资，双碑街道在辖区内开展了打
击非法集资普法宣传活动。

当天的活动通过悬挂宣传标语、发放宣
传资料、讲解等形式向居民宣传防范非法集
资行为，分析了非法集资行为的主要特征、

表现形式、常见手段及如何防范非法集资知
识，让大家了解非法集资带来的危害，增强
风险防范意识，珍惜自己的血汗钱，远离高
额回报的诱惑，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警惕
非法集资的陷阱。

据了解，当天的活动中共发放发放防范
非法集资宣传小册子 500余份，宣传礼品
1000多份。

本报讯 （记者 裴梓臣） 日前，西永
街道召开中柱小企业创业基地综合整治专项
行动动员部署会，重拳整治小企业基地，积
极配合全区都市工业园综合整治专项行动，
确保中柱小企业基地健康发展。

据了解，本次整治将从安全检查、联合
执法、安全达标、长效机制建立四个方面着
手，通过对安全隐患严重的企业进行整顿和

查处，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安全生产工
作大排查大执法大整治等方式，确保本次整
治的顺利开展。

会上，区政府第一督导组相关负责人安
排部署了专项整治工作，就此次专项行动的
目的意义、方法措施及预期效果做详细讲
解，强调整治工作时间节点，明确各职能部
门和街道的职责。

本报讯 （记者 赵杰昌） 10月25日，
香炉山街道“全国安全用药月”启动仪式暨

“执业药师在您身边”宣传活动在学善社区广场
举行，街道食药监办公室、学善社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药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和医务人
员现场为居民提供了用药咨询解答等便民服务。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设
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有
奖知识问答等方式，向居民群众讲解药品安
全法律法规、普及安全合理用药知识，并免
费为居民提供测血压、血糖等健康体检服
务，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双碑街道开展打击非法集资宣传

香炉山街道宣传安全用药

西永街道重拳整治辖区小企业基地

10月27日，区委老干局开展重阳节游园活动。
记者 孙凯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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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规定，利用通讯信息网络宣
扬邪教，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条第一
款的规定，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电子图片、文章二百张
（篇） 以上，电子书籍、刊物、音视频五十册 （个） 以上，
或者电子文档五百万字符以上、电子音视频二百五十分钟以

上的；
2. 编发信息、拨打电话一千条（次）以上的；
3. 利用在线人数累计达到一千以上的聊天室，或者利

用群组成员、关注人员等账号数累计一千以上的通讯群组、
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宣扬邪教的；

4. 邪教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数达到五千次以上的。

（区防邪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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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石井坡街道金婚夫妇圆梦红毯。 记者 郭思云/摄

10月26日，歌乐山镇大土村社区的老人们与志愿者一起包饺子。
记者 裴梓臣/摄

10月27日，天星桥街道红糟房社区歌舞庆重阳。
记者 孙凯芳/摄 杨公桥社区，志愿者为老人讲解急救知识。 记者 赵杰昌/摄

九九重阳，丹桂飘香。连日来，我区各部门、
街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敬老活动，传承和弘扬爱老
敬老的中华传统美德。

游园会 健步走 老有所乐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重阳节期间，区
委老干局举办了游园会、书画展等活动，欢度节
日，乐享晚年。

●覃家岗街道凤天路社区、天星桥街道都市花
园社区，山洞街道，香炉山街道，联芳街道圣泉社
区、双朝门社区等举行重阳文艺演出，老人们自编
自排舞蹈、小品、乐器演奏等节目，欢聚一堂，共
庆佳节。

●虎溪街道、沙坪坝街道劳动路社区，磁器口街
道凤凰山社区，联芳街道学堂堡社区、平顶山社区、
香榭里社区，曾家镇曾家社区开展健步走、趣味运动
会等活动，倡导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庆祝重阳节。

送温暖 送健康 爱满重阳

●渝碚路街道南友村社区、天星桥街道晒光坪
社区、天陈路社区开展敬老爱老送温暖送健康活
动，走访慰问辖区的空巢老人、独居老人等，为他
们送去慰问品和节日的祝福。香炉山街道学善社区
组织青年党员为90岁老党员过生日。

●石井坡街道，渝碚路街道杨公桥社区，土湾
街道工人村社区开展重阳节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
结合各自所长，免费为老人们健康体检，开展维修
家电、心理辅导等志愿服务。

●小龙坎街道嘉新社区，歌乐山镇大土村社区
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和老年人一起包饺子、
拉家常，欢乐过重阳。

●此外，丰文街道丰文社区开展大孝丰文系列
活动，为辖区居民讲身边的孝传故事。重庆城市管
理职业学院大学生志愿者们为老人们拍摄婚纱照、
家庭照，定格温馨与幸福，传递温情。

市民扫描二维码了解古树信息。

重阳我们的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