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
习生 张天杰）随着“双11”来
临，一些不法分子也开始冒充起
客服、快递员等实施诈骗。11
月10日，渝北区公安分局针对
遇到的诈骗案例，总结了几种常
见的消费诈骗手法，希望引起广
大消费者重视，提高警惕，避免
受骗。

骗局一：冒充客服
以退款、中奖为由诈骗

警方提醒：“双11”冒充电商
平台客服，称商品质量有问题，
要给予双倍赔付，或称中奖等都
是骗子常用的伎俩。骗子们有
的让受害人填写银行卡信息，并
输入手机验证码，银行卡内的钱
款便被转走。有的会以向受害
人银行卡退款不成功为由，让受
害人使用支付宝借呗进行贷款，
并引导受害人将借款向指定账
户转移实施诈骗。这类诈骗手
段主要是利用了受害人贪小便
宜的心理，受害人往往被对方的
高额退款吸引，实则是嫌疑人骗
走了受害人各种贷来的钱款。

骗局二：冒充快递员
以充值会员、快速理赔

为由诈骗

警方提醒：“双11”期间，快

速理赔等冒充快递员诈骗是往
年常见类型，接到快递员电话，
首先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再核实
对方告知的事情，浏览网页时要
注意是否是伪造网站或者钓鱼
网站，如果自己无法辨别，可以
拨打各家快递公司的官方电话
核实或者拨打110求助，以免上
当受骗。

骗局三：冒充商家
以刷单、优惠券为由诈骗

警方提醒：“双11”期间，诈
骗分子常以高薪刷单、高额返
现、优惠券等借口实施诈骗，他
们先舍小钱让受害人尝到甜头，
再让受害人加大投入“赚大钱”，
后以账户冻结、充值提信用等为
由，让受害人继续投入进而骗取
更多的钱。消费者一定要保持
冷静，警惕骗子乘虚而入，坚决
做到不轻信、不转账。

骗局四：冒充安装师傅
以预付安装费为由诈骗

警方提醒：这是一种新型诈
骗类型，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消
费者很容易因为一时疏忽被
骗。如果大家在购买商品后接
到类似安装、售后的电话，切记
多与商家沟通核实，避免被忽
悠。

“双11”小心这些诈骗招数！

□本报记者 栗园园

大量劳动力外出、村集体经济薄弱、产
业优势不明显……作为一个以农业生产为
主的村子，地处荣昌区西南部的清江镇河
中村，此前在发展中面临诸多农村发展的
共性难题。

2018年起，河中村借力“三变”(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寻
求出路，牢牢抓住“激活资源”这一关键词，
盘点闲置资源、破解资金难题、积极回引人
才，达成了群众增收、集体经济增值、社会
治理增效的目标。去年，该村集体经济收
入突破20万元。

河中村三组陈家社的百合益皮具文具
加工厂建立于2019年，负责人唐继东此前
在成都做皮具生产相关生意。去年，他和
妻子有意回乡办厂，最终看中了如今所在
的位置——闲置的村小。

村党支部书记雷勇介绍，在“三变”改
革之初，河中村首先对村中的土地、房屋、
设施设备等资产资源进行清理核实，盘点
出集体资产2652万元，其中可量化资产
677.7万元。在此过程中，顺便也摸清了闲
置资源的底数，如老村委会办公室、闲置村
小、闲置农房等。

记者现场看到，此前闲置的教室已被
用作办公区及大型设备放置，操场上方加
盖了顶棚后，成为了生产区，摆放着40余
台缝纫机。

如今，这个工厂吸纳了周边30余名村
民就近上班，黄祖苹是其中之一。说起这
份离家近、月均3000元的工作，黄祖苹笑

意满满。“我们村上也给工厂投资了10万
元，每年除了收租金外，还有产品销售提
成。”雷勇说，闲置村小成为加工厂后，每年
可为村集体增加一万多元的收入。

这样的“甜头”还有不少，如老村委会
办公室出租后，成了一工程项目部办公地；
闲置办公房改为了便民超市……如今村上
还计划着将80余处闲置农房利用起来，发
展民宿。

作为荣昌区“三变”改革试点村，试点

工作推进中，河中村发现不少项目推进中
存在资金缺口问题。

为破解这一难题，在区领导的牵头下，
经与中国人民银行永川中心支行洽谈，并
成功获得授信后，河中村2019年在荣昌创
建起了首个“信用村”。

通过“信用村”这块牌子，河中村可享
受贷款优先、利率优惠、信用担保、服务优
先等金融优惠政策，还可享受区财政贷款
贴息和支农扶农等项目资金的优先支持。

在河中村五组一“澳洲龙虾”养殖基
地，负责人张青龙说，养殖基地是河中村去
年3月份引入的项目，去年下半年，基地开
始筹备来年的生产，发现若要扩大产业规
模，增氧机、抽水设备、围栏等设施设备不
够用。由于预估不足，存在30多万元的缺
口，无奈的张青龙找到了雷勇，却意外地
得知了“信用村”这个好消息。经过申请
与银行方面的考察，11月中旬，40万元的
贷款就打到了他提供的账户上。雷勇说，
截至去年底，河中村借助“信用村”共贷款
120万余元，惠及当地农户20余户。

河中村河中岛占地面积800余亩，土
地肥沃，但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此前也处
于闲置状态。

近年来，河中村充分利用岛上资源，大
力发展枇杷、桂圆等水果产业，在水果采摘
季引得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为了服务好游客，在区领导的建议下，
河中村尝试依托环境和产业优势发展民
宿。2018年，村上利用“三变”改革试点资
金120万元，开建起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首
个项目——星空民宿，8户村民以4余亩林
地入股。民宿自去年7月下旬投入运营以
来，营业额已达到15万元，村集体纯收入
7万元左右。

通过“三变”改革，去年河中村人均收
入达2万余元，明显高于周边其他村社，村
集体经济也突破20万元，农旅融合发展效
果显著。

荣昌区河中村“三变”改革激活资源

闲置村小变工厂 村民在家办民宿

□本报记者 周尤

作为重庆的中央商务区，江北嘴高楼林
立，鳞次栉比，其中重庆俊豪国际商业金融中
心更是以其300米的“身高”显得出众。按照
目前的施工进度，重庆俊豪国际商务金融中
心预计将在今年完成建设。届时，它将正式
进入重庆高楼前十名，成为新的城市地标。

中建二局西南公司重庆分公司总工程
师朱俊成，是俊豪项目施工策划的主要起
草人之一，这座新地标的建设，有他的一份
心血。谈到重庆城市建筑的变化，朱俊成
感慨道：“作为一名城市建设者，见证了重
庆不断‘长高’，对建筑的追求从‘颜值’延
伸到‘内涵’。未来我们将继续为建筑注入
更多生命力，让城市更美丽，百姓更幸福。”

建筑不再只追求高度
节能环保、绿色生态赋予建筑内涵

“这是我在重庆参与的建设中，建筑高
度最高的建筑。”谈到俊豪中心，朱俊成说，
建设之初，自己便成为项目的牵头人之一，
负责总体施工策划。

2018年5月，俊豪完成主体竣工。除
了高耸挺拔的整体造型吸引人的眼球，俊
豪中心还是重庆首例采用隐形开启扇自通
风系统的建筑。

何谓隐形开启扇自通风系统？简单
来说，就是建筑立面没有一扇窗户，但却
可以正常通风。“隐形开启扇自通风系统
利用建筑幕墙上的铝合金装饰柱进行巧
妙设计，实现了自然通风。”朱俊成介绍，
有了这个系统，项目的房间通风开口面积
达到了房间地板面积的5%，符合绿色建
筑标准。

“建楼，我们不再只追求高度，而是赋
予建筑更多内涵，比如节能环保、绿色生
态。”朱俊成说。

7个月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自主研发技术让工期缩短210天

在从事建筑行业的10多年时间里，朱
俊成面临过许多考验，让他印象最为深刻
的一次是在重庆忠县。

2017年，一则重磅消息在电竞圈掀起
热浪：亚洲首个专业性质电子竞技综合场
馆——三峡港湾电竞馆落户重庆忠县，该
项目可满足6000名观众同时入场观看。
主场馆是全国首个全钢结构电竞馆，总用
钢量近4万吨，接近国家体育场“鸟巢”钢
结构总用钢量。

“我们的建设时间只有7个月。”朱俊
成说，这个任务放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完
成的。“电竞馆临近长江边，地下水位高，基
础施工难度大，要在这么短时间里完成项
目，离不开各种先进技术的‘加持’。”朱俊
成说，以前异形建筑施工中会不断遇到方
案、设计需要优化，这一过程长则需一两个
月。但电竞馆项目建立了建设方、施工方、
设计方、监理方四方高效沟通机制，优化问
题时间平均缩短至一周内，有些甚至能当
天得以解决。而公司自主研发的“大跨度
异形场馆快速建造综合技术”使忠县电竞
场馆共节约工期210天。

“黑科技”改变工地“脏乱差”
智慧工地开启安全管理新模式

物料堆放整齐，各种机械封闭施工有
条不紊；太阳能路灯嗞嗞喷出水雾，开启自
动喷淋降尘；工人上班要经过“人脸识别”
打卡……走进中建二局的施工现场，你会
发现很多“黑科技”的影子,一改对传统工
地“脏乱差”的印象。

“为了方便管理，每个施工现场，我们
都设有人脸识别系统，将每一名工人的资
料信息输入电脑，只有通过人脸识别和虹
膜验证，经安全培训合格的工人，才能进场
作业，杜绝了闲杂人员进出的随意性……”
朱俊成介绍。

这样的“黑科技”在以前不敢想象，但
现在已稀松平常。

“以前的建筑工地都是‘灰头土脸’的
传统形象，扬尘、噪声污染等问题总是困
扰工地周边居民，安全问题也时有发生。”
朱俊成说，随着“互联网+”理念拓展至建
筑工地，VR安全体验馆、一体化智能降
尘系统、临边红外对射报警系统、塔吊防
碰撞预警监控系统等“黑科技”开始在中
建二局西南公司的建筑工地上运用，新技
术将管理部门的“眼睛、耳朵、鼻子”长在
工地上，实现远程看得到违规、听得到噪
音、闻得到粉尘，让很多安全事故止于“萌
芽状态”，让我们的工地更“聪明”、管理更

“便捷”。

一位建造师眼中的重庆城建之变——

城建提质让建筑有“颜值”有“内涵”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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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区河中村五组的澳洲龙虾养殖基地，负责人张青龙（右二）正在收获龙虾。
记者 栗园园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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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本报讯 （记者 白麟）11
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
中烟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暨核心
产品推介会上获悉，今年1-10
月，重庆中烟实现核心产品销量
同比增长51%，增幅在行业重
点品牌中居第二位，到今年底销
量有望在2018年基础上“翻一
番”。

2019年，重庆中烟全年实

现税利、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
值分别同比增长23.4%、24%、
26.9%，三个指标增幅在行业工
业企业中均居第一位。今年以
来，该公司面对疫情冲击，率先
在全市工业中复工复产，并在上
半年取得“两个十五万箱、两个
半年超全年”优秀业绩，即将实
现2015年—2020年主要经营
指标翻番的目标。

1-10月重庆中烟
实现核心产品销量同比增长51%

11月4日，渝北医院。
患者张爷爷正着急就医，却遇到

刷不了医保卡的情况。正当他以为自
己要辛苦跑一趟医保局的时候，意外
得知渝北区医保局在医院设立了服务
站，他可以直接在医院办理医保服务
事项。“有了医保服务站，我不用多跑
路，真是太方便了！”张爷爷说。

医保服务窗口前移到医院，是我
市创新医保服务方式，提升群众医保
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渝北区医疗保障局驻渝北医院服
务站是我市设立医保服务站的试点之
一。今年4月底，重庆市医疗保障局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在我市部
分医疗保险协议医院设立医保服务
站，实现了参保人在医院就医场景下
可以办理部分急需医保业务和政策咨
询，进一步提升我市医疗保障公共管
理服务能力，打通经办服务最后一公
里，为参保人和协议医院提供更加精

准化、精细化和便捷高效的医疗保障
服务。

据了解，医保服务站以参保人为
中心，主要服务内容包括提供医保服
务、医保政策咨询、强化对驻站医院医
保工作指导、收集现场问题、现场受理
涉及医疗保障领域的投诉举报等。

就近服务，让群众少跑路

服务站主要提供参保人参保缴费
状态、就医信息等查询；异地就医参保
人相关信息（医院联网、备案状态等）
查询；跨区三级医院就医备案、转市外
异地就医备案、退费反结算处理；参保
人身份变更后（居民医保与职工医保
身份变更）相应的待遇开通；特病定点
医院变更、特病卡补办；参保人个人账
户关联等医保服务。

在服务台，65岁的患者王淑芬（化
名）一脸忧虑，她说自己急着就医，结
果因为之前办理过异地就医，现在回

重庆就医无法使用医保卡。详细了解
情况后，工作人员立马登陆系统，迅速
取消异地就医备案，为她节约了宝贵
的看病时间。

“以前患者遇到这种情况，肯定要
跑一趟医保局，也许还需要排队等待

才能解决问题。”工作人员表示，医保
服务站前移到医院，有效提升患者看
病就医效率，切实增加了群众的就医
获得感。

王淑芬的经历只是其中一个细小
的缩影。“我想要办理特病，该怎么走

流程？”“我之前在二级医院就医，现在
想跨区转到三级医院看病，请问要怎
样做才能不改变医保待遇呢？”“新生
儿患病，怎样才能参保？”……

面对患者的一系列疑问，服务站
工作人员通过仔细询问情况、查询医
保信息、联合医院医保办共同办公、向
当地医保局反馈情况等多种方式，进
行现场处理，并提供对应的政策讲解
和所需的材料建议等帮助。

此外，服务站为群众提供包括生
育保险待遇、门诊特殊病、异地报销、
医保就医电子凭证等各项医保政策的
宣传和咨询解答。

遇到忘记带医保卡的患者，工作
人员手把手指导患者使用医保就医电
子凭证，让他们不用来回跑路，耽误就
医时间；有的患者找不到科室位置，熟
知医院情况的工作人员会热心充当

“指路人”……
“真是太感谢了！”当医保难题和

就医困惑得到解决的时候，患者心里
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不约而同表
示，有了医保服务站，可以少跑冤枉
路，办理医保业务更有方向性，看病就
医也更舒心。

与时俱进，传递医保关怀

医保服务站要真正在基层扎根结
果，除了服务来访群众，指导驻站医院
医保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服务站指
导医院处理其在医保服务中出现的具
体问题；依据现行医保政策及服务协
议，指导医院落实医保政策的宣传和
督促执行，助力医院医保服务实现标
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增加群众就医
满意度。

服务站收集汇总医院和参保人在
医保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
现场受理涉及医疗保障领域的投诉举
报，然后按照职责划分分送到市医疗
保障局和各区县医疗保障部门处理。

截至目前，我市在永川区、大渡口
区、渝北区、南岸区、垫江县建立了5个
区级医保服务站，在重医附二院、重医
附三院两家市级医保协议机构建立了
2个市级医保服务站。按照“先试点，
再推开”原则，我市在明年根据实际试
点情况逐步扩大试点区县、试点医院
范围，让更多患者“近距离”享受方便、
快捷、优质的医疗保障服务。

何月梅 图片由重庆市医疗保障

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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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业务下沉，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1月10日，
市卫生健康委通报称，为做好流感、诺如病
毒感染等感染性腹泻常见冬春季传染病，
我市将做好“五个加强”工作。

据市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处副处
长杨天蓉介绍，为做好防控工作，市卫生健
康委将进一步加强与其它部门的密切协作，
与宣传、教育、药监等部门定期研判疫情形

势，共享防控信息；加强工作机制建设，统筹
健康教育、疾病控制、医疗救治、科研等各专
业机构资源，形成冬春季常见传染病防控工
作合力，发挥中西医结合优势，建立防控长

效制度；加强疫情监测预警，健全网络直报、
哨点等多渠道监测网络，发挥大数据技术作
用，开展疫情分析研判和风险评估，探索推
进重点地区流感分级预警机制，有针对性地
指导疫情防控；加强人员培训，指导各级各
类托幼机构、学校、养老机构、监管场所等重
点机构加强健康监测，对相关人员因病缺勤
要进行病因追查和登记；加强健康教育，科
学指导群众防护流感和合理就医。

健全网络直报、哨点等多渠道监测网络

重庆“五个加强”做好常见冬春季传染病防治

□本报记者 崔曜

11月6日家住明瑜南桥丽
景的居民邹讯，收到一个贴有

“预售极速达”字样的包裹。原
来，他提前预定了参与“双11”
活动的手机已经配送到家。

“今年不少商品都提前发售
了，配送的速度也快，付了定金
就可以发货。”菜鸟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双11”期间预售的
商品已经提前配送至消费者附
近的社区或者站点、仓库，消费
者只要支付尾款,就可以立刻进
行配送。

应对“双11”，我市快递公
司通过智能化的设备使配送相
应提速。通过两次分拣，包裹寄
递的效率与准确度得到提升。

全国寄往重庆的邮件首先
要通过重庆邮政回兴处理场地
进行第一次分拣。11月9日下
午2点，记者在重庆邮政回兴处
理场地看到，随着分拣流水线上
专业相机不停地闪烁，一个个被
识别了“身份”的快递件随着传
送带到达下料口，落入标有不同
地址的环保循环袋里。

“高速双层包裹分拣机是
最新应用于我市快递业的智能
化产品，自动化分拣不需要工
人。”重庆邮政回兴处理场地负
责人称，“设备上有一个专业的
相机，它相当于分拣员的‘眼
睛’。”相机不停闪烁，每拍一次
抓取一个信息，扫描识别快递
条码。

记者看到，一个寄往鲤鱼池
4村1号的生鲜包裹自动落入了
标明“鲤鱼池”的袋子里。随后，
工作人员把袋子装车，发往下一
站。

下午4点，生鲜包裹来到市
邮政公司鲤鱼池营业部进行二
次分拣。2500件包裹在传送带
上有序前进，站在两旁的投递员
根据自己负责区域对包裹进行
分拣。营业部经理廖宇告诉记
者，这样准确度精确到哪一个小
区哪一栋楼。

分拣完成后，快递员会把包
裹寄放到小区的快递柜、邮快超
市和菜鸟驿站。目前，全市不少
快递代投点已经延长营业时间，
最晚可营业到晚上11点，方便
市民取货。

应对“双11”
智能化助重庆快递业提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