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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行 时
扫黑除恶

重报集团都市传媒出品

电
话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水公
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11.7米
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地，
23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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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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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
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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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
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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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8260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9月24日

基本号码
05 07 28 13 18 27 29

特别号码
17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18112期

6521875291.1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811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3 07 08 09 29+09 10
奖 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3注
1注
88注
38注
856注
340注

每注奖金
9319980元
5591988元
76560元
45936元
3112元
1867元

应派奖金合计
27959940元
5591988元
6737280元
1745568元
2663872元
63478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826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6 6 4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826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6 6 4 5 4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1812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3 1 0 1 3 0 3 1 1 1 0 0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1812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3 1 0 1 3 0 3 1 1 1 0 0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813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2 2 0 0 2 0 2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9月24日

重庆晚报讯 （都市传媒记者 周小
平）昨日，重庆晚报记者从沙坪坝区获悉，沙
坪坝区智能执法系统已投入试运行，城管执
法队员从此有了智慧助手！今年内，这套系
统有望推广至全区。

为推动大城智管，今年初，由沙坪坝区
自主研发的智能执法信息系统进入试用阶
段。目前，沙坪坝区已陆续投入100多台单
兵终端设备，实现了城市管理对象信息自动
建档、队员巡查轨迹自动监控、指挥中心远
程视频实时指挥、城市顽疾精准锁定实时诊
治等。

据介绍，智能执法信息系统由单兵执法
系统、数据分析系统等模块组成，通过队员

手持单兵设备与后台指挥中心进行实时数
据交互，可有效实现五大功能：现场打印违
章告知单和执法文书；实时对讲、实时视频，
保障执法过程全记录；通过GPS定位，对执
法人员巡查轨迹和有效工作时间全程监督；
对违章多发时段、路段和类型进行统计分
析；对辖区商家和社会单位建立档案数据
库，实时记录门前三包责任落实情况。

“以往执法时，前方队员巡逻时靠的是
执法记录仪和对讲机，而现在使用智能执法
系统，后方屏幕可直接看到前方的实时视
频，也可通过GPS定位实时掌握队员位置，
后方调度指挥效率大为提升。”沙坪坝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同时，队员还可通过扫描商
家门口的二维码，直观了解该商家门前三包
的责任落实情况。

目前，该智能执法系统尚处试用阶段，
今年内有望推广至沙坪坝全区使用。该系
统后期还将进行升级，通过智能分析功能，
可对违法违规行为自主进行智能识别。

沙坪坝城管执法有了智慧助手

中央扫黑除恶第9督导组进驻重庆
期间（8月29日至9月28日），受理涉黑
涉恶问题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举报电
话：023-83090110（8：00-20：00），
邮政信箱：A6013号专用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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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一支爱心车队从重庆主城
区出发，沿沪渝高速向丰都驶去。当日，以

“汇聚大爱 筑梦未来”为主题的“爱心零
距离，童行安全路”公益活动，在丰都县三
建乡蔡森坝小学举行。

本次活动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局指导，重庆重报电商物流
有限公司、重庆市文明交通志愿者专业协
会、丰都县三建乡人民政府主办，杭州百e
国际、新世纪奥特莱斯、国通石油等资助。

本次活动捐赠的物品有：14台电脑、

14套办公桌椅、500多件文具及体育用品、
800册书籍、227个安全书包(内含电筒、雨
衣、急救包）、230件荧光背心，还有50个爱
心家庭赠送的礼品等。

活动现场，为小朋友们举办了交通安
全课和手绘课，而来自主城区50个家庭的
小朋友还与蔡森坝小学的50位小朋友结
成爱心对子。

重庆晚报记者

“爱心零距离，童行安全路”

主题公益活动走进丰都蔡森坝

重庆晚报讯 （记者 朱婷 李化）重庆
晚报记者昨日从市旅发委获悉，今年中秋假日
正逢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市共接待境内外
游客1051万余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52.36亿
元，其中洪崖洞接待游客21万余人次，南山接
待游客23万余人次，皆是游客打卡热门地。

中秋3天全市接待游客1051万人次

▲参加“爱心零距离，童行安全路”公益活动的小朋友合影留念。

市高法院、市检察院和市公安局以督导
工作为契机，严格贯彻落实中央扫黑除恶第
9督导组反馈意见建议，明晰任务责任清单，
认真制定整改方案，细化整改措施，坚决有
力抓好整改落实工作，强化督导成果转化，
让广大老百姓看得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
得的成果，更加坚定了大家的信心和决心，
不断夺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胜利。

首次向全社会视频直播案件宣判，
广泛运用新媒体平台活跃宣传方式

“全市法院把中央扫黑除恶第9督导组
提出的意见作为下一步工作的切入点和重
点，对标对表查找存在的问题，加强整改落
实，明确工作努力方向。”市高法院相关负责
人表示，重点围绕中央督导组反馈法院的问
题及责任清单，全市法院一条条、一件件对
照、梳理，开展专题研究，制定针对性、限时性
的整改方案，切实提升专项斗争的工作质量
和水平。

据介绍，市高法院针对不同受众群体
进行议题设置，强化宣传针对性和垂直传
播效果，尤其针对农村留守老人、儿童，农
村或城乡结合部妇女群体，在校大学生，城
镇退休人员群体等分类梳理，从加强防范、
线索举报、社会综合治理等方向细化议题
设置，提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度、参
与度和支持力。

结合时下大众的阅读习惯和方式，市
高法院广泛利用新媒体平台，活跃宣传手
段和方式，以漫画、微视频、抖音视频、扫黑
除恶法律知识网上问答竞猜活动、庭审直
播等方式，最大程度地传播重庆法院的声

音，回应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舆论关切。

“这次扫黑除恶阵仗大，惩治力度大，
值得点赞！”“扫黑除恶，社会稳定，我们放
心。”“全国首次现场直播，重庆法院依法判
决，秉公执法！”这些网友的声音均是对市
高法院9月14日首次采用视频直播（网易、
中国长安网）的方式向全社会同步直播巴
南、开州、永川基层法院公开宣判情况的反
映和评价。截至当日20时，超过66万网民
通过网易直播平台观看了案件直播，最高
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全市44家中、基层法
院官方媒体矩阵转发，广大网民纷纷点赞。

深化社会综合治理，最大限度挤压
黑恶势力滋生空间

近日，涪陵区检察院在办理某非法采
矿恶势力团伙案中，向该区国土资源局制
发了一份加强和改进矿产企业日常监管、
矿产资源的开采审批等具体检察建议，促
进该区国土资源局健全完善了国土资源巡
查、打非治违等工作机制。

“这是我们深入分析了黑恶势力犯罪
涉及的新领域、滋生的新土壤，要求全市检
察机关制发检察建议，主动提出加强监督
管理的意见建议，助推建立健全规范管理、
预防监控的长效机制。”对此，市检察院相
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目前，通过剖析案发
原因，倒查领域制度缺陷、行业管理漏洞，
已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书
面通报、制发检察建议10份。

据介绍，针对黑恶势力犯罪出现的新
动向、新态势，全市检察机关还通过向当地
党委专题报告，推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
治理体制。比如，垫江县检察院在办理某
恶势力团伙案中发现有未成年人参与情况
后，开展专项调研后向县委专题汇报，提出
法制教育、预防帮扶、综合整治等对策建

议，垫江县委高度重视，充分采纳检察院意
见，在该县成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领导小
组，全面摸排青少年情况，统筹推进预防未
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及时阻断未成年人
团伙化犯罪趋势，严密防范向黑恶势力犯
罪团伙发展。

对于黑恶势力犯罪出现的新特点、新
手段，全市检察机关还通过以扫黑除恶为
主题的普法宣传，提升群众知晓率和参与
率，增强人民群众同黑恶势力犯罪作斗争
的主动性。如市检察院第五分院、永川区
检察院发挥司法办案基础作用，总结出当
前黑恶势力组织呈现出“组织形式合法化，
从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化，分工合作化、打手
马仔市场化”三大新特点，依托“莎姐大普
法·四百工程”进乡镇活动，在永川区红炉
镇开展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主题的普法
宣传，150多名村镇干部及企业代表参加了
活动，深化了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认识。

“重庆检察机关正在集中破解重点难
点，强化措施作深作实，切实提升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成效。”该负责人说。

五大攻坚行动，强化督导整改成果
转化运用

“中央扫黑除恶第9督导组反馈问题建
议为我们发现问题、补齐短板、改进工作提
供了难得机遇，全市公安机关把督导要求
落实到专项斗争中去，边督导、边整改、边
推进。”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市公
安机关正在开展“线索大排查、案件大清
理、核查大会战、专案大攻坚、深挖保护伞”
五大攻坚行动，强化督导整改成果转化运
用，力争扫黑除恶取得新突破、新成效。

据介绍，全市公安机关严格落实线索
摸排“四长”责任制，各区县公安局、各警种
结合自身职能职责全方位开展内部线索摸
排工作，紧盯农村地区、紧盯易滋生黑恶犯
罪的行业领域，全面起底、不留死角，重点

挖掘对抗基层政府、横行乡里、欺压百姓、
侵蚀基层政权等涉黑涉恶线索，通过全面
起底大排查，明显提升线索摸排总量、有价
值线索数量。

“我们要突出以办案为中心，坚决把涉
黑涉恶势力彻底挖出来。”该负责人表示，
全市公安机关正结合辖区实际情况，采取
各种方式认真开展自查自纠，进行案件线
索大清理。比如，采取明查暗访、秘密进驻
等方式，从易滋生黑恶势力的重点行业、场
所和区域中调查摸底发现线索，重新清理、
梳理历史信访投诉甄别黑恶线索，从已侦
破案件中研判黑恶线索，从治安管理中查
找黑恶线索，从110警情中梳理发现黑恶
线索，从涉黄赌毒、环保、打假、经侦等犯罪
团伙案件中梳理、研判黑恶线索。

“深挖彻查黑恶势力保护伞，是我们作
为专项斗争下一步的主攻方向。”该负责人
告诉记者，全市公安机关进一步落实“一案
三查”要求，对侦办的205个涉黑涉恶团伙
逐案分析行业部门的监管漏洞，及时提出
加强行业监管和行政执法建议，并作为今
后侦办涉黑涉恶案件的必经程序。同时，
加强与纪委监委的协同配合，坚持线索双
向移送反馈制度和同步办案制度，对涉及
公职人员、党员干部、村“两委”成员的，第
一时间移送纪委监委。

截至目前，全市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
犯罪组织6个、恶势力犯罪团伙199个、抓
获犯罪嫌疑人2572人，破获案件1520起；
共摸排线索3682条，查结线索3250条；查
处涉案资产3.71亿元。

据重庆日报

“扫黑除恶，社会稳定，我们放心！”
我市政法机关抓好落实整改让老百姓看得见专项斗争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