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心企业暖心公益行
为让贫困户在寒冬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12日，中山路街道联合浩鼎集团——养乃世家永

川连锁专卖店开展“孝满天下，让爱回家”冬日爱心送温暖活动。活动中，爱心人士为辖区32名

建档贫困户送去羊奶、油和大米等慰问品，在寒冷的冬日送去了温暖，居民们脸上洋溢着笑容。

图为爱心人士为建档贫困户送上羊奶、油和大米等慰问品。 记者 刘 灿 摄

本报讯（记者 付 丽）为从源头上解决全区河流湖

库水环境污染问题，巩固黑臭水体整治成效，确保全区

水环境质量，近日，我区积极落实中央环保督查反馈意

见要求，紧扣全区水环境综合治理，强力推行永川区城

镇排水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整治通过统一标准开展城镇排水专项整治及

执法，规范办理排水许可证、条块结合排查督促整改、

统一标准严格执法；由区水务局牵头，各镇街按照属地

管理原则，组织开展辖区排水专项整治，区城市管理

局、区环保局等区政府各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开展城镇

排水专项整治。

此次专项行动将对餐饮、宾馆、医院等重点排水户

进行重点整治。整治的主要内容一是是否按照规范要

求设置污水收集池、沉淀池、油水分离器等污水预处理

设施；二是医院、酒类、化工类等特殊废水排水户是否

建有内部污水处理设施并正常运行；三是查处向雨水

篦子倾倒泔水、食物残渣或废弃油脂的行为；四是检查

是否按要求接入雨水管道或污水管道；五是排水户是

否办理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此次专项整治分为宣传动员及排查阶段、督促办

理排水许可阶段、联合执法阶段以及巩固深化阶段。

到2019年6月，使小区和企事业单位内部排水管网实

现雨污分流；餐饮、宾馆、医院等重点排水户完善污水

处理设施，排水水质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

准。到2020年底，通过对雨污水源头、过程、末端全过

程全系统治理，达到污水收集处理全覆盖（处理率达到

96％以上），实现河库长制久清目标。

我区启动城镇排水专项整治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问题解答

问：为什么要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答：《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经济普查每5

年进行一次，分别在逢3、8的年份实施。2018年，

我国将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这是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

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

通过经济普查，全面调查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的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了解产业组织、产业

结构、产业技术、产业形态的现状以及各生产要素

的构成，摸清全部法人单位资产负债状况和新兴产

业发展情况，进一步查实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和主

要产品产量、服务活动，全面准确反映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新动能培育壮大、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方

面的新进展。

（据统计微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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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感染艾滋病病毒到发病的四期症状
从感染艾滋病病毒到发病有一个完

整的自然过程，临床上将这个过程分为四

期：急性感染期、潜伏期、艾滋病前期、典

型艾滋病期。不是每个感染者都会完整

地出现四期表现，但每个疾病阶段的患者

在临床上都可以见到。四个时期不同的

临床表现是一个渐进的和连贯的病程发

展过程。

1.急性感染期

窗口期也在这个时间。HIV（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侵袭人体后对机体的刺激所

引起的反应。病人发热、皮疹、淋巴结肿

大，还会发生乏力、出汗、恶心、呕吐、腹

泻、咽炎等。有的还出现急性无菌性脑膜

炎，表现为头痛、神经性症状和脑膜刺激

症。末梢血检查，白细胞总数正常，或淋

巴细胞减少，单核细胞增加。急性感染期

时，症状常较轻微，容易被忽略。当这种

发热等周身不适症状出现后5周左右，血

清HIV抗体可呈现阳性反应。此后，临床

上出现一个长短不等的、相对健康的、无

症状的潜伏期。

2.潜伏期

感染者可以没有任何临床症状，但潜

伏期不是静止期，更不是安全期，病毒在

持续繁殖，具有强烈的破坏作用。潜伏期

指的是从感染HIV开始，到出现艾滋病临

床症状和体征的时间。

艾滋病的平均潜伏期，现在认为是2-

10年。这对早期发现病人及预防都造成

很大困难。

3. 艾滋病前期

潜伏期后开始出现与艾滋病有关的

症状和体征，直至发展成典型的艾滋病的

一段时间。这个时期，有很多命名，包括

“艾滋病相关综合征”“淋巴结病相关综合

征”“持续性泛发性淋巴结病”“艾滋病前

综合征”等。这时，病人已具备了艾滋病

的最基本特点，即细胞免疫缺陷，只是症

状较轻而已。

主要的临床表现有：

A.淋巴结肿大

此期最主要的临床表现之一。主要

是浅表淋巴结肿大。发生的部位多见于

头颈部、腋窝、腹股沟、颈后、耳前、耳后、

股淋巴结、颌下淋巴结等。一般至少有两

处以上的部位，有的多达十几处。肿大的

淋巴结对一般治疗无反应，常持续肿大超

过半年以上。约 30%的病人临床上只有

浅表淋巴结肿大，而无其他全身症状。

B.全身症状

病人常有病毒性疾病的全身不适，肌

肉疼痛等症状。约 50%的病有疲倦无力

及周期性低热，常持续数月。夜间盗汗，1

月内多于 5 次。约 1/3 的病人体重减轻

10%以上，这种体重减轻不能单纯用发热

解释，补充足够的热量也不能控制这种体

重减轻。有的病人头痛、抑郁或焦虑，有

的出现感觉神经末梢病变，可能与病毒侵

犯神经系统有关，有的可出现反应性精神

紊乱。3/4的病人可出现脾肿大。

C.各种感染

此期除了上述的浅表淋巴结肿大和

全身症状外，患者经常出现各种特殊性或

复发性的非致命性感染。反复感染会加

速病情的发展，使疾病进入典型的艾滋病

期。约有半数病人有比较严重的脚癣，通

常是单侧的，对局部治疗缺乏有效的反

应，病人的腋窝和腹股沟部位常发生葡萄

球菌感染大疱性脓疱疮，病人的肛周、生

殖器、负重部位和口腔黏膜常发生尖锐湿

疣和寻常疣病毒感染。口唇单纯疱疹和

胸部带状疱疹的发生率也较正常人群明

显增加。口腔白色念珠菌也相当常见，主

要表现为口腔黏膜糜烂、充血，有乳酪状

覆盖物。

其他常见的感染有非链球菌性咽炎，

急性和慢性鼻窦炎和肠道寄生虫感染。

许多病人排便次数增

多、变稀，带有黏液。

可能与直肠炎及多种

病原微生物对肠道的

侵袭有关。

此外，口腔可出

现毛状白斑，毛状白

斑的存在是早期诊断

艾滋病的重要线索。

4. 典型的艾滋病期

有的学者称其为致死性艾滋病，是艾

滋病病毒感染的最终阶段。

此期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严重的细胞

免疫缺陷。发生各种致命性机会性感

染。艾滋病病情严重的发生各种恶性肿

瘤。艾滋病的终期，免疫功能全面崩溃，

病人出现各种严重的综合病症，直至死

亡。确诊艾滋病不能光靠临床表现，最重

要的根据是检查者的血液检测是否为阳性

结果，所以怀疑自身感染HIV后应当及时

到当地的卫生检疫部门做检查，千万不要

自己乱下诊断。 （未完待续）

（永川区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科宣）

防控艾滋 人人有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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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启事
▲重庆帆旺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开具给大连枫叶红超市

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二联、第三联，发票代

码：5000182130，发票号：NO_09939004，金额：6672.16

元，声明作废。

▲重庆市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桂花村村民委员会遗失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川石竹分理处开具的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530022677306，账 号 ：

1811010120010001694，声明作废。

▲重庆市永川区优菜美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农

业银行开具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74605501，账号：

31160101040020150，声明作废。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及其从业

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着力为民营经

济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是检察机关义不

容辞的职责。

近年来，永川区人民检察院在工作中发

挥自身优势，把检察职能融入为经济建设服

务的实践当中去，在工作中延伸检察触角，

积极探索服务民营经济的新思路、新途径、

新方法，促进民营企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12月12日，区检察院在“服务保障民营经

济 营造优质平安环境”新闻发布会上通报

了一批典型案例。

案例1：
冒充公职人员诈骗民营企业家案
2017年1月9日至同月12日，被告人

杜某向被害人张某某（化名）称自己是某国

家机构的主任调研员、某国家机构建设总队

（均属虚构）政治部主任兼第一支队支队长，

并以帮张某某办理建设总队第一支队副支

队长、某国家机构缅甸开发项目（均属虚构）

副总指挥的任命手续需要费用为由，骗得张

某某人民币（以下币种同）共计90万元。

2017年3月，被告人杜某、胡某共谋骗

取他人财物，并约定杜某每月给胡某3万

元。后杜某向张某某称胡某系中国某国家

机构金融部部长，在缅甸项目投资1.983万

亿。胡某将伪造的三本共计1.983万亿元

的存折和投资协议拿给张某某查看，取得张

某某的信任后，杜某让张某某拿50万元办

理该1.983万亿存折的解封手续等，并许诺

事后奖励张某某500万元等，骗得张某某共

计50万元。

杜某、胡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相互伙

同，使用欺骗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

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2017年10

月，永川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向永川区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2018年9月，因被告人杜

某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永川区人民法院以

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20万元；被告人胡某系从犯，以诈骗罪判处

其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10万元。

检察官预防建议：
（一）提高风险意识。对任何自称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军、警人员的陌生电

话要保持戒心，任何国家机关及军警单位均

不会轻易与个体商户合作，更不会要求群众

随意打款汇款。

（二）切莫贪小便宜。民营企业主切忌

盲目投资，不要轻信“高回报”项目，应始终

保持自身判断力、辨别力，认真审查项目的

情况，做到谨慎投资。

（三）及时止损防损。一旦发现受骗，及

时报警并保留相关证据，借助司法力量最大

限度地挽回损失。

案例2：
合同诈骗案
2017年10月，被害单位某公司因资金

周转紧张，准备向外寻求借款，后该公司法

定代表人李某在其朋友介绍下，认识了被

告人杨某某。杨某某在根本不具备实际履

行合同能力的情况下，虚构事实，并向李某

展示其之前从网络下载的一张人民币（以

下币种同）2000万元转账凭证，以此来证

明自己有足够的能力为该公司出借1500

万元，以此取得李某的信任。

同年10月，该公司为方便经营，商定向

杨某某个人借款1500万元，借款期限六个

月，年利率18%，该公司先向杨某某支付部

分利息和服务费共计144万元，后杨某某放

款。双方签订了借款1500万元的合同。该

公司以四个门面作为抵押物与杨某某签订

《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房产抵押登记手续，

10月底，李某按约定分两次向被告人杨某

某转去借款利息和佣金共计144万元。被

告人杨某某骗取上述款项后即携款潜逃，大

部分钱财被其挥霍使用。

被告人杨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

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2018年4月27日，永川区人民检察院以合

同诈骗罪，向永川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

年6月15日，永川区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

罪判处杨某某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20万元。

检察官预防建议：
（一）到正规金融机构办理融资事项。

中小企业主最好选择具有金融资质的银行、

金融机构、担保公司进行融资贷款。如果明

确是有中介的民间借贷，应该三方签署相关

协议，在签署此类协议前建议咨询律师，以

规避法律风险，如果借贷数额较大，建议律

师全程介入。

（二）仔细审核对方资质。通过当面查

看文本资料或网络搜集等方式了解对方机构

的相关资质、经营范围等，也可请对方机构提

供相关成功案例进行查阅，甄别对方有无弄

虚作假，了解对方是否真的具有履行能力。

（三）受骗后及时报警并注意保存证

据。发现受骗立即报警，求助于司法机关及

时为企业追回被骗款项；另一方面要收集、

保留证据，如对方的联系方式，相关中间人

的联系方式，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短信记录、

打款记录，相关合同等，为公安机关下一步

侦破案件提供帮助。

案例3：
假冒注册商标案

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7 月期间，黄

某、李某未经某知名摩托车注册商标所有

人授权许可，伙同李某某等分工合作，由李

某某提供印有某知名注册商标的摩托车引

擎罩模具，黄某和李某组织工人压铸、喷

漆。期间，共生产假冒引擎罩6070个，非

法经营数额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同）

194240元。

黄某、李某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

商标，情节严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2016年底，永川区人民检察院以假冒注册

商标罪，向永川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永川

区人民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黄某有

期徒刑 1 年，缓刑 1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20000元；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1个月，缓刑

1年4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

检察官预防建议：
（一）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加

大对侵犯商标权等犯罪的打击力度，突出打

击链条式、产业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二）加强对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

监督。重点监督纠正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有

案不立、久侦不结、量刑畸轻畸重等问题。

健全知识产权案件民事、行政、刑事“三审合

一”的监督机制。

（三）健全知识产权案件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衔接机制。加强与知识产权主管

部门衔接协作，运用“两法衔接”信息共

享平台和案件咨询制度，及时发现和惩

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对微罪不起诉的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将侵权行为信息移

送有关部门纳入企业联合征信系统等社

会信用平台。

这些陷阱要注意
——区检察院通报一批涉民营经济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杨 雪

建设
工程
设计
方案
修改

项目名称

萱 花 旅 社
片 区 改 造

项目

项目位置

永川区胜利路
街道萱花旅社

片区

申请修改单位

重庆市楠庭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修改事宜

申请将萱花旅社片区改造项目
负一层、一层、四层、五层局部
进行室内房屋分隔，建筑面积
等其余审批内容均不变，具体
调整详情见区规划局公示栏、
网站及项目现场。

公示地点

永川区行政服务
中心电子公示栏、
项目现场、永川区
规划局网站、公示

栏

公示时间

2018年 12月
12日至2018
年12月18日

联系方式

85362407
喻女士

永川区规划局城乡规划公告

永川区规划局地址：永川区人民北路6号

详情请见：重庆市永川区政府门户网http://www.cqyc.gov.cn/ztzl/gcj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