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5日清晨，朝阳初升，浸新公路九道拐，一辆小轿车从影视剧剧组

人员驻扎的帐篷边驶过。近年来，我区着力发展旅游产业，推出一系列有

綦江独特魅力的旅游拳头产品，大大提升了綦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吸

引不少影视剧组选择綦江景点作为外景拍摄地。

特约通讯员 胡光银 摄

好景点
入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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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餐馆起火，3名安保人员与热心群众合力救援——

11分钟扑灭大火
本报记者 杨子路

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重庆市綦江区渝永罗楠竹股份合作社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綦江支行永新分理处开户许可证，账号：1131010120010002406，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4991201，开户许可证编号：653001187488。

工厂企业防火类
1、节日期间，工厂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值班巡

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工厂企业要杜绝违章操作，严禁违规用火、用油、用电、用

气，严禁在施工现场违章使用明火作业或取暖。

3、工厂企业要定期组织开展灭火和疏散逃生演练，提高员工

自防自救能力。

4、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

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

綦江区消防支队

消防小知识

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召开

王前元主持
“这没啥子，举手之劳，无人员伤

亡就是万幸！”11月27日，孟家院一餐

馆发生火灾，在银华大厦工作的区机

关事务局金泽勇、钟萍、陈德华3位安

保人员加入灭火队伍，仅用11分钟就

将明火扑灭。29日，记者找到他们进

行采访，追踪还原事件经过。

8：26 发现餐馆起火

28 日早上 8 点多，綦城开始热闹

起来，在银华大厦办公楼内，区机关事

务局安保人员金泽勇在楼底巡逻，同

事钟萍在监控室工作。

“马路对面着火啦！燃起来了！”

8：26，保洁人员张台群一声大叫，用手

指向对面街道。

“哪里哪里？快点拿灭火器。”话

音刚落，金泽勇和钟萍同时冲到灭火

器箱前，手提干粉灭火器就往马路对

面飞奔过去。

通过监控视频和现场视频还原得

知，8：26，事发餐馆忽然有明火窜出，

几秒钟后，火势变得越来越大。路过

的热心群众有的拨打 119 火警电话，

有的叫人帮忙……

8：29 再次赶赴火场

“大家退后，大家退后！”金泽勇和

钟萍到达现场后，一边疏散围观群众，

一边开始灭火，不一会儿，提过来的灭

火器就用光了。

监控视频显示，8：29，二人返回大

厦内取新的灭火器，并再次赶到现场

扑火。这时，附近赶来的几位热心市

民也手提灭火器加入进来。

“里面有没有煤气罐，会不会引起

爆炸……”钟萍突然想到此事，立即找

到餐馆工作人员询问，听说是使用天

然气，他立即找到天然气阀门关闭。

“里面浓烟大，我们轮换着进去，

不然要出事。”8：30，本该下夜班回家

的同事陈德华见状，毫不犹豫地加入

到灭火队伍中。

8：37 餐馆明火被扑灭

“不慌不慌，先把厨房外面的火扑

灭，再去厨房。”8：32，经过大家合力扑

救，餐馆厨房外的明火被扑灭，但狭窄

的厨房内火势依然很大。

“遭不住遭不住，一个个上！”浓烟

滚滚的厨房内，大伙儿配合密切，手提

灭火器，一前一后进厨房灭火。8：37，

餐馆明火被基本扑灭。

清理现场后得知，3名安保人员和

其他热心人先后从银华大厦取了 16

个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琦）近日，

文龙街道22名人大代表走访了重庆市

渝派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重庆饭遭

殃食品有限公司、鱼栏咀水库，就食品

安全、饮水安全问题进行调研。

人大代表一行先后参观了重庆市

渝派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重庆饭遭

殃食品有限公司豆干、辣椒酱等产品

的生产流水线，详细了解相关食品的

原材料来源、加工过程等情况。随后，

人大代表一行到鱼栏咀水库，就饮用

水源地周边散养禽畜、农药化肥使用、

生活垃圾、污水等污染源问题展开调

研。

人大代表一行表示，食品、饮水安

全问题关乎民生，此次调研，对食品园

区食品的生产加工情况、鱼栏咀水库

和綦江水厂生产流程等方面情况有了

一次比较全面的认识，接下来，将发挥

好代表作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言

献策，为人民群众把好关。

据了解，近年来，文龙街道人大紧

紧围绕区人大“三化”工作要求开展工

作，主要开展了“两亮、三访”活动，

2018年，文龙街道人大接访走访选民

700余人次，为街道、村、社区、单位发

展提出意见建议103条，采纳86条。

文龙街道人大开展食品、饮水安全调研

本报讯（记者 杨子路）11月

28日，我区学校团队干部专题培

训班在綦江中学开班，培训以集

中授课、座谈交流、素质拓展等形

式开展。

在培训中，团市委中少部部

长、市少工委副主任范伟以“民族

伟大复兴与青少年培养”为题，结

合自身工作实际，通过现场提问、

学员互动等形式授课，重点对中

小学团队改革的重点任务、推进

中小学团队改革的方式方法进行

了详细讲授。参加培训的人员还

观摩了綦江中学社团活动。

团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开

展学校团队干部专题培训，将有

效提升我区团队工作者的政治素

养和专业技能，为促进学校少先

队和共青团建设，推进学校团队

工作改革再出发奠定坚实基础。

学校团队干部集中培训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亚雯）

近日，由区人社局发起的首届“渝

綦工匠”评选活动已启动，目前已

进入网络投票阶段。

本次评选活动经“渝綦工匠”

评选活动委员会综合评审，初选

出 30 名候选人进入投票环节。

网络投票结束后，评委会将结合

网络投票及综合评审结果，最终

评选出 20 名“渝綦工匠”进行表

彰，颁发荣誉证书。

按照评选活动安排，12 月 1

日18：00—12月5日18：00为投票

期，每个微信用户每天可任意投

票给候选人，共5票。

具体投票方式为，关注微信

公众号綦江微生活（qj_wsh），在

对话框输入“渝綦工匠”，点击进

入弹出投票界面，选择投票人心

中喜爱的“渝綦工匠”点赞。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用户（含

选手）的投票行为需在官方指定

渠道下进行，严禁任何以违规方

式进行的投票、刷票行为。一经

发现，评委会将根据实际情况予

以处罚。

首届“渝綦工匠”评选活动启动
快来为你心中的工匠能手投票！

本报讯（记者 成蓉）11月29

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前元主

持召开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八次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

于2017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情况的报告。会议要求，要进一

步增强国有资产规范管理意识，

切实把好资产“出入口”，减少资

产浪费和流失，提高行政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使用效益；要完善管

理办法、强化衔接、及时清理，进

一步夯实国有资产基础管理；要

进一步加大国有资产监管力度，

确保全区国有资产底数清、产权

明、管理规范。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

于研究处理区人大常委会对学前

教育工作评议意见情况的报告，

并进行满意度测评。会议要求，

要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坚持公

办民办并举，着力扩大普惠性优

质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努力提高

公办幼儿园占比和普惠率；要落

实各部门职能职责，完善各有关

部门分工负责、齐抓共管工作机

制，共同推动和保障我区幼儿园

健康规范运转；要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

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

实现依法依规办园治园，促进幼

儿健康快乐成长，满足人民群众

对幼有所育的美好期盼；要高度

重视幼儿园安全保障工作，确保

幼儿人身安全。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1名副区

长、2 名区法院副院长、2 名区检

察院副检察长和8名区政府组成

部门主要负责人的工作述职报

告，并进行履职成效满意度测评；

审查和批准了2018年区级财政预

算调整方案；审议了有关人事事

项和其他事项。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全区民营

经济发展表彰会暨走访服务民营

企业动员会精神。会议强调，区

镇两级人大要根据区委有关安

排，结合实际情况，积极开展走访

民营企业、服务民营企业履职活

动，深入了解、收集整理民营企业

生产经营中的问题和困难，帮助

企业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切实为

“因地制宜走好转型路、因势利导

打造升级版”作出人大贡献。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德

明、刘红兵、王儒祥出席会议，区

人民政府副区长刘芳敏，区监察

委员会主任贾如兴列席会议。

“当时我在外面切菜，突然厨房

亮了一下，当我准备进去看啥情况

时，火一下子就燃了起来。”餐馆工

作人员邹女士回忆，她一早到店就

在厨房外切菜，突然看见厨房一下

子燃起来也不知怎么办，就立即跑

出去大声呼救。

“真的吓死人。”眼见火势越来

越大，邹女士双腿一软，坐到地上大

哭了起来。

“幸亏这些安保人员和热心人，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谈及餐馆发生

的惊险一幕，餐馆老板也很是后怕，

他说，多谢几位保安在关键时刻挺

身而出，及时将火势控制住。

事件延伸》》

多亏了这些热心人！

发生火灾时，钟萍第一时间关掉天然气阀门 记者 杨子路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封茜）打通镇

大罗村因为平均海拔达1200米，该村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出产的农产品

品质优良。但由于交通不便，这里的

农产品一直存在销售困难这个短

板。今年以来，该村为解决农产品销

售难题，成立集体合作社，积极发展

农村电商服务，让当地优质农产品走

上销售“快车道”。

大罗村在村便民服务中心建设

村级电商服务站，组织收购农户产品

进行销售。从买、卖、中介、物流配送

等方面，精准帮助农户解决农村交通

不便、信息不畅的问题，今年已帮助

农户销售价值超过15万元的笋子、蕨

粑、腊肉、土鸡、土鸡蛋、大米等各类

“土货”。

据大罗村党支部负责人介绍，大

罗村还将进一步完善农村电商服务

体系，除销售常规“土货”外，还将上

架村民用传统方法制作的莽海椒、酸

杂肉等农村风味食品，丰富产品种

类。

打通镇大罗村：农产品“触网”化解销售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