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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为了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提供便利，现将各级网上

信访渠道公告如下：

国家信访局网上信访 http://www.gjxfj.gov.cn/wsxf/

重庆市信访办公众信息网 http://www.cqxfb.gov.cn

重庆市服务群众工作信息平台 http://www.qgcq.cn

永川区政府门户网 http://yc.cq.gov.cn

中共重庆市永川区委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

2018年6月

信访办公室

为切实解决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居住问题，根

据《重庆市永川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的有

关规定，结合公租房房源筹集情况，我局拟于2018年

11月5日至2018年11月16日，在永川区公共租赁住

房管理局（便民服务中心546、548办公室）面向社会

公开受理公租房申请。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申请条件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家庭，可以向区公共租赁住

房管理局提出登记申请：（一）申请人年满18周岁，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本区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

源，具有租金支付能力；（二）在永川城区无自有住房

（含三年内无房产转让登记）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

于15平方米（申请朱沱镇片区公租房、三教镇片区公

租房的家庭在三教、朱沱场镇无住房），且无商业门面

和未承租公房；（三）在重庆市范围内缴纳了城镇职工

养老保险或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或住房公积金，且处于

正常缴费状态；（四）单身人士月收入不高于2000元，

2人及以上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不高于1500元。

区政府引进的特殊专业人才和在本区工作的全

国、省部级劳模、全国英模、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复转军

人住房困难家庭不受收入限制。

二、提交资料

（一）《永川区公共租赁住房登记表》（固定格式，

可在永川区政府政务网（http://yc.cq.gov.cn/zfgk/

zdxxgk/bzxzf/）下载，也可凭身份证到公共租赁住

房管理局领取）；（二）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身份证；

（三）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户口本（2018年1月1日

以后更新户籍，主页、增减页、常住人口登记卡）；（四）

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婚姻状况资料（结婚证、离婚证

及协议书、法院判决文书等)。

三、房源情况

本次公租房登记房源为：凤凰湖片区公租房、朱

沱镇片区公租房、三教镇片区公租房、永川城区清退

零散公租房。

四、配租方式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家庭，采用公开电子摇号的方

式配租，配租时间和配租房源将结合公租房筹集情况

另行通知。

咨询电话：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局 49882572

重庆市永川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局

2018年10月30日

公 告

永川区张从红餐馆（经营者：张从红）：

你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

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依法对你作出了

行政处罚决定（（永川）食罚〔2018〕143

号）。由于你至今未履行处罚决定，我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

条的规定，决定自2018年6月14日起每日

按罚款额3%加处罚款。由于无法联系到你

本人，我局依法公告送达《履行行政处罚决

定催告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

局接收《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请接到催告书后10个工作日内

缴清应缴罚没款及加处罚款，共10946元。

逾期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五十三条、五十四条的规定，依法向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如你对本催告不服，可在收到本催告书

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到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永川区分局进行陈述和申辩。

地址：重庆市永川区兴龙大道666号

联系电话：023-49589067

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永川区分局
2018年11月9日

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永川区分局

公 告

11月8日，重庆市永川区集嫒医院医务人员把全

院医务人员捐赠的爱心款送到癌症患者产妇李冬梅

手中，祝愿她出院后，调理好身体再到上级医院接受

手术治疗。

据了解，30岁的癌症患者产妇李冬梅，家住青峰

镇，家庭条件不好。孕期检查发现恶性肿瘤，34周加

5天提前催产，生下一体重2065克的小宝宝。早产婴

儿需要住院治疗，自己也要到上级医院接受化疗，双

重的经济压力使得李冬梅一家更是雪上加霜。医院

在得知她家的具体情况后，发起了一次自愿爱心募

捐，广大医务人员发扬“集善、博爱”精神，积极献爱

心，令李冬梅一家感动不已。

图为医务人员把爱心款送到癌症患者产妇李冬

梅手中。 记者 陈仕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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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郭代碧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510224196606112007，声明作废。

▲重庆远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

重庆市永川区新闻社开出的广告宣传增值

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5000171320，发票

号：NO.10289295, NO.10289296，声明作

废。

尊敬的电力客户：
△10kV能马线将于2018年11月10日07:00-

22:00（进行设备更新工作）进行停电，具体停电变压

器明细如下：

10kV能马线：顺华防水厂、陈吉友、工农村、中石

油汇龙加油站等电力客户。

△10kV 胜粽线粽新支线#1 杆后段线路将于

2018年11月12日06:00-22:00进行设备更换。具

体停电变压器明细如下：

茶场小区、烟草公司、港岛酒店、联桥小区、重庆

市永川区政鑫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心文小

区）、人事局、保险公司、电力新村。

△10kV萱文线#31杆T接建行配变将于2018年

11月12日09:30-12:30进行设备更换；10kV永丝

线#25杆T接丝厂#2配变将于2018年11月12日14:

30-17:30进行设备更换；10kV永丝线#24杆T接丝

厂#1配变将于2018年11月13日09:30-12:30进行

设备更换；10kV永丝线丝厂支线#1杆T接丝厂#3配

变将于2018年11月14日14:30-17:30进行设备更

换；具体停电变压器明细如下：

10kV萱文线#31杆:建行配变；

10kV永丝线#25杆:丝厂#2配变；

10kV永丝线#24杆:丝厂#1配变；

10kV永丝线丝厂支线#1杆:丝厂#3配变。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永川供电分公司

2018年11月7日

停 电 公 告

重庆市儿童消防绘画作文大赛

永川参赛绘画作品获奖

本报讯（通讯员 邹诏鸿）近日，第三届全市儿童

消防绘画作文大赛结果揭晓，重庆永川消防报送的

参赛绘画作品在众多作品当中脱颖而出。

在绘画比赛中，红专小学张祖银的《最可爱的人

——消防员》获一等奖，红专小学谭珍珠的《立体灭

火消防队》和三宫殿小学朱芸伊的《119》获三等奖，

吉安皂角幼儿园陈彩依的《神勇无比——消防员》获

优秀奖。

此项活动自开展以来，永川消防积极与区教委

对接，以高标准高质量要求联合在全区范围内开展

征集绘画、作文作品200余件。全区小学生、幼儿园

小朋友通过绘画、作文展示了他们心目中的消防，在

认识、了解消防的同时，也提高了消防安全意识，丰

富了校园安全文化，得到了广大学生、儿童及家长的

积极响应。永川消防将继续联合教育部门开展好各

类校园消防安全活动，积极探索运用各种师生喜闻

乐见、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消防安全教育的针对

性、实效性，达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

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

《最可爱的人——消防员》 《119》

《
立
体
灭
火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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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通讯员 王 魏）市公安局去年推出服

务民营经济发展30条和今年新增服务民营经济

发展新10条，永川区公安局高度重视，主动作

为，全力助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确保了我区一

大批民营经济建设项目“正常施工零干扰、周边

治安零发案、社会稳定零滋事、服务保障零投

诉”，健全完善涉企案件快侦快办制度，截至目

前，破获涉企刑事案件68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

失2000余万元，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受到

企业及员工的称赞。

区公安局主要采取了四项举措推动民营经

济发展：一是坚持营造氛围“亲商”。针对全区两

万家规上民营企业创新建立服务民企“定人、定

责、定举措”的“三定”服务制度和警企“联系、联

席、联动”的“三联”服务机制，对民营企业施行

“上门式”“组团式”服务。

二是坚持维护秩序“安商”。在凤凰湖、三

教、港桥民营企业集中的工业园区建立“公安涉

企服务室”，及时帮助解决涉企问题。将“应指工

程”“智能交通”“雪亮工程”等建设项目有针对性

优先向民营企业周边投放，有效降压发案。

三是坚持优化服务“助商”。开辟民营企业

特事特办、预约办理、上门办理“绿色通道”，下放

典当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权限，金融机构营业

场所、金库安全防范设施方案审批及工程验收许

可审批权限，取消公章刻制审批，取消收取办理

出入境业务社保及居住证证明，最大限度方便企

业办件办事。

四是坚持严肃纪律“护商”。依法审慎使用

涉企强制措施，对企业涉案财物，不具有毁损、隐

匿等法定情形，可以不查扣的原则上一律不查

扣；对企业涉案资金、金融资产，能够有效监管，

可以不冻结的原则上一律不冻结；对经营性涉案

财物，在不影响侦查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允许企

业继续合理使用，并采取必要的保值保管措施；

对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时进行审查，

与案件无关的，第一时间解除有关措施，最大限

度降低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区公安局四项举措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破获涉企刑事案件68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2000余万元

本报讯（通迅员 黄 英）“我们小区已经很久

没有发生过盗窃了，看嘛，小区里安起了摄像头，

还有干部24小时轮流巡逻，那些贼娃子哪里还

敢来嘛。”永荣镇永兴社区居民说到。这就是曾

经一年发生多起盗窃事件的永兴社区现在的治

安状况。这也是永荣镇C类社会治安重点地区

整治带来的显著变化。

维护治安稳定，着力提升人民幸福感，永荣

镇始终以服务群众为核心，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为契机，按照“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的

工作要求，在永兴社区开展C类社会治安重点地

区整治工作。

永兴社区地属乡镇，大多数摄像头都安装在

主干道、出入口等地方，地方较偏的小区便是小

偷“光顾”之地。为满足居民殷切希望，永荣镇多

方协调，在背街小巷和偏远小区、大院共安装了

高清摄像头20个，给居民吃了定心丸，解决了群

众心中的难题。

“最近有没有陌生人，可疑的人进入小区

哦？”永兴社区工作人员在巡逻时向小区居民问

到。为了维持社区治安环境，保证不再发生盗窃

事件，永荣镇每月组织全镇机关干部和社区工作

人员，联合派出所开展常态化“大巡逻、大走访、

大宣传”活动，大力震慑了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让群众生活得

更加安心不是空喊口号，维护治安不是纸上谈

兵，要落得了地、生得了效，能获得群众认同的才

是真正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的举

措。连续几个月不再发生盗窃事件就是交给群

众的最好答卷，永荣镇积极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添新设施、新举措，以实际行动让居民生活得更

安心，更放心。

永荣镇采新措添设备维护治安稳定

永川区规划局城乡规划公告

建 设
工 程
设 计
方 案
调整

项目名称

乐 信. 凤 凰
郡 21#、
22#、29# 楼
及四期方案

调整

项目位置

凤凰湖工业园
区内K2-5-4-
1.K2- 5- 4- 3

地块

申请修改单位

重庆易泰实业集
团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修改事宜
1.东北侧幼儿园、商业调整为三栋6
层住宅，幼儿园调整至四期商业（现
售房部加建而成）；2.北侧公厕调整
至四期农贸市场东侧；3.四期商业
调整为七栋三层合院住宅、一栋幼
儿园、一栋商业；4.农贸市场由地下
集中调整为地上分散布局；5.四期

地下车库调减一层。

公示地点
永川区规划局
公示栏、项目
现场、区政府
门户网工程建
设信息公开专
栏、永川区行
政服务中心电

子公示栏

公示时间

2018 年
11月8日至
2018 年 11

月14日

联系方式

49899553
谢先生

永川区规划局地址：永川区人民北路6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永川区政府门户网工程建设信息公开专栏

（http://www.cqyc.gov.cn/ztzl/gcj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