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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看见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彭光瑞）
日前，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忠县公
安局经缜密侦查，成功打掉一个涉嫌
垄断经营客运线路的杨某恶势力犯
罪团伙，抓获团伙成员7名。

据警方介绍，近期忠县公安局接
群众举报，称杨某（男，47岁，浙江
省宁波市人）为垄断经营渝浙线

客运车市场，伙同胡某、肖
某、刘某等人采取暴力手段

打压其他经营人员，严重影响该地区
客运市场秩序。忠县公安局高度重
视，多次组织相关警种研究案情，并
抽调警力成立专案组对该案开展历
时3个月全面侦查。

在摸清该犯罪团伙成员活动规
律后，忠县警方周密布控，在梁平
区、垫江县、忠县等地同步收网，将
杨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抓获。随后
对潜逃的该团伙剩余2名成员上网
追逃，两犯罪嫌疑人先后在浙江省
宁波市落网。至此，该团伙被警方
一网打尽。目前，杨某等 7名犯罪
嫌疑人一审被忠县人民法院分别
判处 6 年半至 2 年半不等有期徒
刑。

扫黑除恶
忠县警方打掉一恶势力犯罪团伙

重庆晚报讯 （记者 朱婷 李
化 摄影报道）昨日，重庆市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宣传月启动仪式举行。本
次活动由市政府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渝北区人民政
府承办，企业代表、普查员代表等参加
了启动仪式。

活动呼吁广大普查对象依法配合
经济普查，如实申报普查数据，真实反
映经济面貌，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
《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规定，经济普
查对象有义务接受经济普查机构和经
济普查人员依法进行的调查。经济普
查对象应当如实、按时填报经济普查
表，不得虚报、瞒报、拒报和迟报经济
普查数据。经济普查对象应当按照经
济普查机构和经济普查人员的要求，
及时提供与经济普查有关的资料。同
时，普查机构及普查人员对在普查中
所知悉的调查单位信息将严格保密，
相关信息仅用于普查目的，不作为相

关部门和单位实施处罚的依据。
基层普查员代表表示，将认真执

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忠诚普
查，实事求是，严守秘密，公正透明，以
优质工作圆满完成此次普查任务。普
查员李承蔚来自渝北龙溪街道安家咀
社区，她告诉记者，宣传月启动后，她
将深入社区，通过张贴宣传海报、发放
资料等形式，将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的知识带给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以及社
区人员。2019年1月，她也将启动自
己作为普查员的职责，对社区周边至
少150多家单位进行经济普查。

另据了解，我市第四次全国经济
普查的对象是在全市行政区域内从事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
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普
查内容主要包括普查对象的基本
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生产
能力、财务状况、生产经营和服务
活动、能源消费、研发活动、信息
化建设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
等。普查标准时点为 2018
年12月31日，普查时期
资料为 2018 年年度资
料。

经济普查
我市举行宣传月启动仪式

重庆晚报讯 （记者 朱婷）昨
日，记者从市城管局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重庆市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办法》将于明年1月 1日起施
行。《办法》对职责划分、分类投放及
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相关法律责任
等内容进行了明确。其中明确规
定，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逾期未改
的，单位将被处以 1000 元以下罚
款，个人处以200元以下罚款。

《办法》明确：单位及个人应当
遵守国家和本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的规定，履行生活垃圾
分类、减量义务，分类投放生

活垃圾，不得随意倾倒、抛撒和堆
放，并有权对违反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的行为进行劝阻和举报。

在法律责任中，单位和个人违
反《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未分类投
放生活垃圾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的，对单
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以200元以下罚款。

此外，《办法》对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设有
奖励措施：市、区县政府按照相关规
定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成绩显著
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和奖励。

垃圾分类
不分类投放最高罚款1000元

重庆晚报讯 （通讯员 康思
嘉）日前，璧山区妇联召开职工会议，
传达学习市妇联五届四次执委（扩
大）会议精神，并将开展“四个一”主
题宣传活动。

璧山区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学习贯彻中国妇女十二大精神、市妇
联五届四次执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同
时，她们将举办“四个一”活动。除了
系列主题宣讲活动外，还将举办“最美

家庭”宣传活动，弘扬家庭正能量，以
家庭为单位开展各项妇女工作。

此外，为深入推进“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城市提升、创业创新”四大巾帼行
动，璧山区妇联还将开展“巴渝巾帼家
政·餐饮服务技能大赛”“农村电商巴渝
网姐育苗培训”“手工编织巧手脱贫进
乡村培训”等为璧山“三区一美”建设贡
献巾帼力量。最后，还将订阅一
套全国妇联“一报四刊”。

巾帼行动
璧山区妇联开展“四个一”活动

重庆晚报讯 （记者 朱婷）昨
日，记者从市照明局了解到，为提升北
滨路品质，一个月前，市照明局对北滨
路景观路灯进行了提档升级施工。12
月2日，工程完工。经过本次景观路
灯提档升级，北滨路的夜间景观焕发
出新的活力，更漂亮雅致。

据了解，北滨路鎏嘉码头至
金源广场段景观路灯，于 2011
年建成投入运行，2017年移交市
照明局管理，部分灯罩已变色、

破损，严重影响城市美观。
同时，灯具老化严重、故障

频发，熄灯较多，因生产厂家已停产
且为非标产品，故买不到相关材料，
导致无法维修。为达到亮化、美化城
市空间，提升北滨路品质的目的，市
照明局组织实施北滨路景观路灯提
档升级工程。

施工前期，市照明局多次组织相
关技术人员现场查勘、集中研讨，不断
优化改造方案，经过多次试验对比，最
终确定采取将原灯具内的LED光带
更换成LED（T8）灯管的方式，同时对
灯具外壳进行全面清洗，增加透光度，
提升道路照明质量。

北滨夜景
景观路灯提档升级完成

重庆晚报讯 （记者 朱婷）记者
从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获悉，昨
日起，红岩联线管理中心将对渣滓洞
景区、白公馆景区、松林坡景区试行网
上实名预约免费参观，并于明年1月1
日正式实行。

据介绍，景区预约人数将以景区
最大日承载量为限，其中，渣滓洞景区
最大日承载量为8000人，白公馆和松
林坡景区最大日承载量合计为7000

人，试行期间实行网上预约或线下凭
身份证进入参观。

景区提醒，网上预约参观包括团
队和个人两种方式。其中，团队预约
可通过重庆红岩联线管理中心官网进
入预约报名，个人预约则可以通过官
网和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报名，两种
预约最终都将生成一个入园二
维码，游客扫描二维码或身份证
方能进入景区参观。

景区联线
渣滓洞白公馆等试行实名预约

▲基层普查员代表宣誓

◀ 提档升
级后的北
滨路更漂
亮了。
市照明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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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8332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12月5日

基本号码

14 28 12 08 26 05 07

特别号码

09

中奖号码：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18143期

6875246343.4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814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4 07 20 22 33+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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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注
0注
34注
12注
441注
130注

每注奖金
0元
0元

311374元
186824元
9612元
5767元

应派奖金合计
0元
0元

10586716元
2241888元
4238892元
74971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833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9 6 5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833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9 6 5 4 6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1816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3 3 0 0 1 3 3 3 3 3 3 0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1816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3 3 0 0 1 3 3 3 3 3 3 0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817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1 3 1 3 1 1 2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1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