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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友

社区引入“沙盘心理”
释放居民压抑心情

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军
委国防动员部、军委纪委印发《关于
严明征兵工作纪律，强化监督执纪问
责的通知》。为严肃征兵纪律、规范
权力运行、强化监督问责、纯正征兵
风气，现将廉洁征兵“十个不准”、全
市廉洁征兵监督员、市征兵办公室及
重庆警备区纪委举报电话信箱公布
如下，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监督。

一、廉洁工作纪律“十个不准”。
①不准擅自截留、挪用、私分征集指
标，或者为指定人员单独下达征集指

标；征集任务要按规定全部分配到
位，确需调整的应由上一级征兵办公
室集体研究确定。②不准擅自放宽
征集条件、降低征集标准，将不合格
青年征入部队，或者随意增加征集条
件、抬高征集标准，阻挠合格青年入
伍。③不准填报虚假信息、出具与事
实不符的证明材料，或者擅自更改体
格检查、政治考核结论。④不准单独
走访、约见应征青年和家长，将政治
考核表格交给应征青年和家长办理，
或者要求提供规定范围以外的证明

材料。⑤不准以任何名义向应征青
年和新兵收取费用，或者在征接兵工
作中懒政惰政、推诿拖延，甚至借故
刁难，给应征青年及家长正常办理
征兵手续设置人为障碍。⑥不准未
经征兵办公室集体研究私自定兵，
搞个人、少数人说了算。⑦不准利
用征接兵之机收受礼品礼金、有价
证券、支付凭证、土特产，接受应征
青年及家长或请托人安排的宴请、
旅游、娱乐活动，或者要求提供交
通、通信工具等。⑧不准违规插手

基层征兵工作，为应征青年入伍打
招呼说情，或者利用职权在任务分
配、报名应征、体格检查、政治考
核、审批定兵、调整去向等方面向
征接兵人员施加影响。⑨不准在公
开公示的内容、方式、时间上打折
扣搞变通，变相规避监督，或者不
落实廉洁征兵“零报告”和监督员
制度，不按规定受理群众信访举报、
查纠违规违纪问题。⑩不准换兵、私
自退兵，或者不按规定程序、时限办
理退兵。

二、全市廉洁征兵监督员8名。
①王列娜，渝中区七星岗街道归元寺
社区党委书记、社区主任，联系电话：
18084011000。②曾玲，沙坪坝团区
委副书记，联系电话：13452916107。
③杜咸惠，巴南区政府特约监察员，
联系电话：18084005740。④刘成义，
北碚区应征青年家长，联系电话：
17783645379。⑤陈攀，开州区监察
局副局长，联系电话：15023880666。
⑥马堃，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建筑工程
学 院 学 生 科 副 科 长 ，联 系 电 话 ：

13527457806。⑦胡顺，垫江县纪委
干部，联系电话：18623177133。⑧樊
林波，黔江区城东派出所所长，联系
电话：18896165555。

三、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
室和重庆警备区纪委举报电话：
023-68759149，023-68759132；邮寄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西路 1 号
警备区纪委B307 室；邮编：400060。

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中共重庆警备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公布廉洁征兵“十个不准”和全市廉洁征兵监督员及举报电话

老人不知所踪
民警沿路寻找

“我外公出去很久了，联系
不到人，也没回家，他老人家八
十多岁了，又有老年痴呆，可能
是犯病走丢了。”7 日 18 时 58
分许，永川区公安局指挥中心
接到一起警情。

民警经询问报警人得知，
家住三教镇云龙村的刘大爷原
本于当天午饭后到茶山竹海办
事处大桥村拜访朋友，哪知后
来他的外孙一直联系不上他。
外孙询问了左邻右舍，也只说
刘大爷出门后就没有回家，于
是老人的外孙赶忙报了警。

永川区公安局指挥中心立
刻指派三教派出所出警，民警
记录下刘大爷的体貌特征，并
在辖区内经过走访摸排后，整
理出了刘大爷的出行轨迹：刘
大爷背着背篓从家徒步行至三
教镇花桥场镇，乘坐汽车到达
三教镇大树子村，转乘摩托车
至板桥镇寿永场镇一三岔路，
下了摩托车后徒步向茶山竹海
街道办事处大桥村方向走去。

当天 19 时 30 分许，民警驱
车赶到了刘大爷前往的目的
地，找到了刘大爷本打算拜访
的陈大娘。但民警从陈大娘处
得知，刘大爷并未来拜访她。
结合对三岔路口小商店店主了
解到的情况，民警推测刘大爷
可能在竹海中迷失了方向，于
是将情况反馈给了指挥中心。

永川多警种联动
开展地毯式搜寻

指挥中心立刻向茶山竹海
派出所发出警情指令，并联系
组织了大桥村 50 名党员干部
加入了搜寻行动。

刘 大 爷 疑 似 在 竹 海 中 走
失，虽然景区凉爽宜人，但天气
预报预测当晚有大雨伴随雷
电，老人年纪又较大，很可能会
发生不测。民警和党员干部于
是火速商量好计划，兵分三路，
携带对讲机、强光灯、安全绳
等，分别在板桥镇沿路方向、打
卦石村民小组沿路方向、大桥
村办公室周围等三处进行寻
找。

刘大爷的外孙与三教派出
所民警一同前往打卦石村沿路
方向搜寻。期间，民警一直在
拨打刘大爷的手机，但刘大爷
要么接了电话不说话，要么直
接挂掉电话，这让民警很是着
急。

老人表述不清位置
民警调查找到线索

民警再次拨通了刘大爷电
话 后 ，让 刘 大 爷 的 外 孙 接 电
话。在外孙的询问下，刘大爷
终于开了口，说自己在一个背
坎下。

民警指导刘大爷的外孙对
其进行引导询问，希望得出一
些有用的位置线索。但不管民
警怎样引导，刘大爷也始终只
说“就是一个田坎背后面”、“附
近有很多竹子”。

虽然无法得到更加详实的
线索，但“田坎”一词却让民警
非常重视。因为所有搜寻人员

搜寻的范围内都未出现过农
田，由此可知刘大爷应在搜寻
范围外。

民 警 在 询 问 过 村 民 后 得
知，与打卦石村相反方向的安
溪村农田较多，且打卦石村有
一条小路可以绕过寿永三岔路
口到达安溪村。民警据此推
测，刘大爷可能是走到该小路
后绕到了安溪村，然后迷了路。

于是，民警将这条重要线
索反馈给指挥中心，指挥中心
立刻向沿村搜寻的另外两队民
警通报了该条重要信息。

夜晚搜寻困难大
新线索出现解难

所有搜寻人员在安溪村会
合后，借助灯光在竹海中徒步
搜寻。由于晚上视野受限，加
之竹林茂密，搜寻队员每到一
处，都进行仔细查看，以防疏
漏。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竹
海中湿度更大，但刘大爷仍旧
未被找到。

期间，参与搜寻的民警不
时踩空摔倒、被茂密的杂草灌
木划伤手臂，但每个人都不管
不顾，仍仔细搜寻着刘大爷，并
不时呼喊老人。按耐住心中的
焦急，民警一直与刘大爷保持
着通话，不时聊上两句，担心刘
大爷发生危险。

搜寻近一个小时后，当晚
20时 45 分许，民警又从刘大爷
口中得知他身上除了带有一个
背篓、一个手机外，还带了一个
手电筒。这让民警非常惊喜，
民警立刻让刘大爷打开手电
筒，往天上照射晃动，用以指引
搜寻人员寻找目标。

3小时艰苦搜寻
老人终于被找到

当晚 21 时许，一村民的妻
子无意间瞧见屋外有晃动的光
亮，吓得她赶紧叫自己的丈夫
出去查看情况。该村民立刻拿
上手电筒，往光源方向走去，结
果发现是一位老人躺在山沟
里，在晃动着手电筒。该村民
问老人需不需要帮忙，谁知老
人没有理他。

当 晚 21 时 10 分 许 ，民 警
再 次 打 电 话 联 系 老 人 时 ，突
然从电话中听到了村民说话
的 声 音 ，便 让 刘 大 爷 将 电 话
给 村 民 ，希 望 能 让 村 民 指
路 。 但 刘 大 爷 却 不 作 声 ，也
没将电话给村民。民警只好
大 声 喊 话 ，希 望 村 民 能 听 见
自己的请求。

经过几分钟的喊话后，该
村民终于接起了电话，并向民
警提供了具体位置——安溪村
办公室对面的山头。

21 时 30 分许，在绕了几百
米的小路后，民警终于抵达了
刘大爷所在处。此时，刘大爷
正仰躺在一个半人深的山沟
里，背篓掉落在一旁。搜寻人
员立刻下到山沟里，将刘大爷
背了出来，见老人精神状态较
好，所有人才放下心来。

刘大爷的外孙见状，不停
地感谢民警和参与搜寻的党员
干部，连说了几十声谢谢。随
后，刘大爷被送往医院，经检查
后，暂无大碍。

重庆商报讯 七旬老人回家
途中不小心掉落进机场快速路边
的下水道，老人自己报警求助。
由于说不清具体地址，让民警费
尽周折。好在民警急中生智，引
导老人说出了附近的标志性建筑，
才成功找到了出事的下水道具体
位置。对此，渝北民警提醒，市民
遇到危险报警，如果不知道确切位
置，可求助当地居民，也可通过手
机地图定位，发现所处位置。

老人不慎跌入下水道

8月9日晚，在渝北区宝圣大
道附近，7旬老人王大爷从西政
附近买了米和牛奶，准备通过机
场快速路旁的人行天桥回家做
饭。当时，高速公路旁几名维护
员工正在维护通讯电缆，工人掀
开地上漏水板后，又将漏水板搭
了回去。因维护工作没结束，工
人并没有将漏水板盖踏实。王大
爷路过时没注意到，结果一脚踩
空，跌入了下水道，痛得他几乎说
不出话来。几名工人看到这情
景，吓坏了，第一想法是赶紧把老
人拉上来，可老人并不放心让工
人拉，工人也担心如果擅自拉动
老人，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

报警没说清地址 民警难办

好在老人受伤并不严重，他
拿出手机拨打电话向辖区宝圣湖
派出所报警求助：“110吗？我掉
进了宝圣大道快速路旁的下水
道，无法爬上来，你们快点来。”

接到报警后，宝圣湖派出所
民警立即出警查看情况，民警驾
驶警车在机场快速路沿路寻找老
人。因天色已晚，加上老人也没
说清楚具体地址，民警从重庆市
鳄鱼中心下道往江北机场驾驶，
一路开着警灯缓慢行驶，仔细查
看寻找，可惜一直没有找到。

由于老人只说自己在快速路
旁，再无详细地点，20分钟过去，
民警还是没有发现老人。

引导老人说出位置救起他

担心老人在下水道中受到二
次伤害，出警民警李军华再次电

话联系上老人，核实地址。
“就在宝圣大道，西政旁边。”

老人依旧这样说。“老人家，宝圣大
道很长一段路，你把地址再说详细
点。”民警引导老人。“哎呀，我也不
晓得具体是哪里。”老人有些慌张。

“你先不慌，说一下你周围有
啥子标志性建筑，你有印象的。”
民警继续引导。

“想起来了，这里有个庙。”老
人说。“是不是番茄花园和湖山花
园小区中间那个庙？”民警问道。

“对头对头，你们快来。”老人告
诉民警。

当晚8点 30分左右，民警终
于找到了老人，和协警一起小心
将老人拉了上来。民警将老人救
上来后，几名维修员工将王大爷
送到医院诊治，民警也赶紧联系
了王大爷的女儿。据了解，目前，
王大爷康复良好。

八旬翁竹海走丢 警民夜寻3小时找到
家住永川区三教镇的八旬老人刘大

爷在访友途中不慎迷路，家人多方寻找无
果，于是报警求助。昨日，记者采访获悉，
辖区公安局指挥中心会同三教、茶山竹海
派出所多方联动，并在当地干部群众的帮
助下，历时3小时艰苦搜寻，终于将老人
安全救了出来。

重庆商报讯 昨天，记者从
北碚警方获悉，8 月 11 日上午，
一名 80余岁的老人因住在养老
院太无聊了，跑出养老院逛街，谁
知迷了路，还摔倒在路边。幸运
的是，老人被巡逻的民警发现后
并带回悉心照料。随后，养老院
的工作人员将老人安全接回。

据天生派出所民警马双昨天
介绍，8 月 11 日上午，突如其来
的一场大雨让重庆温度降了不
少，北碚区的很多街道，也因为雨
水弥漫，变得湿滑起来。当天中
午12点左右，马双巡逻到碚峡路
南方家私路段时，发现一名80余
岁的老人摔倒在路边，右边脸上
有明显伤痕。当时下着大雨，老
人也没有携带雨伞，民警于是上
前询问老人。民警发现，老人说

话神情恍惚、说话口齿不清，忘记
了自己的住址。由于老人年事已
高，视力、听力都不怎好，语言表
达也存在一定的障碍，民警在附
近走访群众也无法获悉老人的姓
名及住址。眼看时近中午，又下
着倾盆大雨，巡逻民警担心老人
又冷又饿身体受不了，于是将他
带回天生派出所悉心照料。

到了派出所，民警给老人处
理了脸上伤口，并端来热腾腾的
饭菜，让他边吃边聊天。经过一
个多小时的攀谈，老人断断续续
地说出了自己的基本情况。原
来，老人叫于先惠，是一名孤寡老
人，没有子女，现在居住在北碚区
澄江养老院，当天趁工作人员不
注意，独自一人坐歇马到北碚的
公交车出来逛街，结果却迷了路。

得知这一情况后，民警赶紧
联系澄江派出所，找到老人所在
的养老院院长核实情况。而此

时，养老院也在四处寻找走失的
老人。得知老人在天生派出所
后，赶紧派工作人员将老人家接
回。老人临走时，拉着民警的手
依依不舍，感谢民警帮助。民警
表示以后有时间会去养老院看望
他后，老人这才离开。

重庆商报讯 昨日，记者从重
庆市公安局获悉，按照公安部统一
部署，重庆警方依法对“善心汇”网
络传销案开展打击查处。截至8月
14日，重庆警方已抓获“善心汇”传
销组织涉案人员32人，并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其中刑事拘留18
人、取保候审9人、监视居住5人。

据公安部通报，2016 年 5月
以来，犯罪嫌疑人张天明等人通
过“深圳市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依托网站“善心汇众扶互
生大系统”会员管理平台，以“扶
贫济困、均富共生”为幌子，以高
额静态收益和动态收益为诱饵，

在全国范围不断发展下线会员吸
收资金，形成层级庞大的传销团
伙。其实质就是采取“拉人头”等
方式，大肆发展所谓“会员”，骗得
高额返利。骗局背后，其实是大
量资金进入诈骗组织者的个人腰
包。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全国
各地公安机关对张天明及其“善
心汇”传销犯罪团伙依法查处。

重庆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重庆公安机关将继续按照公安部统
一部署，继续保持对“善心汇”等一
切传销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
势，切实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警方提醒：近年来，传销犯罪
案件持续高发，不法分子不断变
换手法，利用“金融互助”、“爱心
慈善”、“电子商务”、“微信营

销”、“虚拟货币”等各种名目，策
划、组织传销活动，严重侵害人民
群众财产安全，严重扰乱经济社
会秩序。广大群众应切实提高守
法意识、防范意识和风险意识，警
惕吸金骗局，不被高利诱惑，远离
传销陷阱，避免财产损失。市民
发现传销违法犯罪线索，及时向
当地工商部门、公安机关举报。

跌进下水道说不清地址 看民警如何找到七旬翁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朱婷

孤寡老人逛街迷路摔倒 巡逻民警发现悉心照料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首席记者 郑三波

重庆商报讯 为激发辖区青少年对
地震科学的兴趣，提高他们的防震减灾
的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昨日上
午，渝北区龙溪街道金龙路社区市民学
校组织开展了暑期防震减灾知识讲座。

据悉，活动吸引了辖区50余名青少
年积极参与其中。期间，志愿者夏鸿宇
讲解了如何识别地震前兆，并做好防震
准备；在学校、在家、公共场合、户外等地
方，如何自救、互救等方面的内容。

重庆警方抓获32名“善心汇”传销组织涉案人员
民警提醒市民：警惕吸金骗局，远离传销陷阱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徐勤 实习生 郭羿君

重庆商报讯 昨日上午，在大渡口
区茄子溪街道永丰社区的社区活动室
里，居民们正拿着各种小工具在堆放着
的细沙里挖、刨、推、翻。旁边一些小孩
则将各种造型各异的玩偶、动物、楼盘、
交通设施等模型摆放在沙盘上。这个看
起来有点像儿童玩具房的地方，其实是
社区新设置的沙盘心理游戏室。

“通过沙盘这种比较灵活的展现形
式，可以让参与者很好地展现他当下的
一个心理状态。我们通过展现的画面，
对他进行分析，可以及时了解他当下的
一个心理情况，进行引导，并让他焦虑紧
张的情绪可以得到很好的释放，对他人
格的完善和心理发展有很好的帮助。”永
丰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负责人介绍，此次永丰社区尝试
引入“沙盘心理”到社区活动室，主要就
是为了让辖区内的残疾人和放假在家的
儿童能够增加一些活动内容，让他们通
过沙盘的形式，释放自己的压抑心情，从
而在引导中获得更好的精神状态。

“今天的活动我觉得很好玩，在暑假
中也没和很多小朋友一起玩，今天这个
活动让我非常的开心，希望下次还能参
加这种活动。”大渡口区育才小学学生赵
铭忻参加完活动后说。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友

办防震减灾知识讲座
教学生应对突发事件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友

救援人员找到老人 永川警方供图

养老院工作人员将老人接回
北碚警方供图

民警在对老人实施救助 渝北警方供图

重庆商报讯 宠物牵引很重要，就
算它不咬人，但如果将别人吓得摔倒受
伤，一样要负责。这不，8月13日9时33
分，九龙坡区石桥铺派出所接到群众报
警称：在兰花三小区农贸市场对面，有位
老人就被一只阿拉斯加犬撞倒受伤，狗
主人与老人家属发生纠纷。

民警接到报警后很快赶到了现场，
发现狗的主人罗女士把狗带到农贸市场
时，因为没有用牵引绳，自己的狗就与另
一只狗打了起来，正巧将旁边一位老人
吓倒并摔伤。罗女士和老人家属因此发
生了纠纷，民警立即协助家属将老人送
医，并将当事双方带回派出所进一步协
商赔偿问题。

重庆商报讯 家住渝北两路的高军
（化名）准备在网上购买一辆二手车。他
在一个二手车交易平台上看到一辆现代
车后，与对方取得联系并互加了微信。
为了看车，高军交了1500元，谁知他刚
把钱转过去，对方就把他拉黑了，电话也
无法联系上。高军于是赶紧向渝北区两
路派出所报了警。

高军今年24岁，家住渝北两路，近来
他想买一辆汽车。听同事说二手车性价比
很高，价格便宜，高军于是萌生了买一辆二
手车的念头。8月4日，高军在一个二手车
交易网上看中了一辆现代牌二手车，且价
格在自己的预算范围内。随后高军就与对
方取得了联系，并与对方互加了微信。

高军通过微信视频聊天看了一下对
方车辆的外观和内饰后，比较满意，于是
提出要现场看一下汽车。对方一听高军
要看车，满口答应了，但提出了一个条件
——需先交 1500 元定金。没有买二手
车经验的高军于是按对方的要求，往对
方的银行卡里转了 1500 元。不料高军
转了钱后，对方就再也不接他的电话了，
还把他的微信也拉黑了。这时高军才发
现自己被骗了，赶紧向渝北区两路派出
所报了警。

目前，该案两路派出所已按相关程序
展开调查。渝北警方提醒市民：在购买二
手车时一定要确认车主身份，不要轻易转
款；过户前要查清车辆的交通违法状况，一
定要到现场实际看车，以免上当受骗。

狗狗未牵绳
吓倒八旬老人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代庆

小伙网上买二手车被骗定金
民警：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款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朱婷

小朋友们在玩“沙盘心理”。通讯员 文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