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成蓉）12月5日，

全区 2018 年“12.5”国际志愿者日集

中活动暨“山水之城，美丽之地”主题

志愿服务活动举行，刘开华等 30 名

“綦江区2018年度最美志愿者”、“河

小青”等10个“綦江区2018年度优秀

志愿服务项目”、綦江日报社志愿服

务队等 10 个“綦江区 2018 年度优秀

志愿服务组织”受表彰。区领导朱

川、刘益文、刘林出席活动。

近年来，全区广大志愿者以实际

行动彰显志愿精神，在扶贫济困、生

态环保、慈善公益、抢险救灾等方面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区志愿服务以

蓬勃之势向前推进。尤其是今年以

来，老干部志愿服务队、志愿者刘勇

等先后被新闻联播、央视新闻报道，

义善志愿者协会“为生命护航”志愿

服务项目被我市推荐参评全国“四个

100”评选活动，壹家人志愿者协会被

授予重庆市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称号。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川代表

区委、区政府向全区广大志愿者致以

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候。他指出，

全区各级志愿者组织要强化大局意

识，积极引导志愿者创建自己的品

牌，拓展服务领域，努力把区委、区政

府的决策部署变成志愿者的生动实

践；各位志愿者要积极参加志愿服

务，以自己的言行践行文明、弘扬新

风，努力成为优质服务的提供者、城

市形象的塑造者、文明爱心的传播者

和社会发展的推动者；要用办事业的

精神和方法，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组

织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拓宽志愿服务

领域和参与范围，全力创建“志愿之

区”。

随后，各志愿服务组织分别组织

开展了志愿服务活动。

投身志愿服务 传递积极能量

志愿者向市民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志愿骑行队伍沿綦河两岸开展绿色环保骑行活动

通讯员 刘维舟 摄

▲

▲

近日，三江街道开展主题为“细节关乎生命，安全文明出行”的交通

安全宣传咨询活动，共展出事故案例展板15块，设置宣传横幅2条，发放

宣传资料400余份，宣传教育600余人次。 通讯员 裴磊磊

近日，永新镇司法所在场镇开展宪法宣传活动，向现场群众发放宪

法文本及相关法律宣传材料800余份，内容涉及民工工资、交通、医疗、

扶贫、侵权纠纷、法律援助等，接受群众咨询60余人次。

通讯员 熊啟成

石壕镇20个村（社区）通过村民小组自评、村上互评等流程，评选出

了44名乡风文明十星级文明户。近日，该镇对44名十星级文明户进行

了表彰授牌。 通讯员 但成培

近日，打通镇大石壁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上街头广泛宣

传移风易俗，社区居民小组长带着“婚丧喜庆事宜办理承诺书”走访入

户，营造健康文明、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

通讯员 李学智 王华兴

火灾报警和逃生类
1、遇有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

时拨打96119举报。

2、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

目跳楼。

綦江区消防支队

消防小知识

近日，安稳镇兽医站安全检查人员在松同农贸市场，对正在销售的

生猪肉、禽类食品进行全面排查，并现场向屠户宣传肉食品安全管理相

关政策法规等，确保居民群众舌尖安全。 通讯员 黄波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陈大文）近

日，郭扶镇开展区、镇人大代表

“赶场”接访活动。

接访现场，赶场的群众聚集

在接待咨询台边，积极反映身边

难事。

“我咨询一下，我1976年3月

至 1986 年 4 月期间，在原骑龙公

社任驾驶员……”人大代表详细

记录下村民诉求，并现场向群众

讲解了大家关心的民政优抚、社

会救助、养老保险等方面的政策

和知识。“你要在区档案馆或镇政

府档案室查当时的工资表，再将

工资表复印件和其他相关资料一

起拿到社保窗口办理。”

据了解，本次活动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现场咨询解答、社情民

意收集等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

了民政优抚、社会救助、养老保

险、民生监督、常用法律法规和证

件办理等方面的政策知识。现场

共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500余份，

接待群众30余人次，收集社情民

意4条，现场解决问题3件。

郭扶镇

人大代表“赶场”为群众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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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綦江县陈大勇办公用品经营部遗失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票

号：NO 02857335)第二联，声明作废。

重庆市綦江区两江口酒楼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綦江

支行开户，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J6530036204401 ，账号：

50001163600050219491，声明作废。

綦江区新盛镇宝珠村 4 组 133 号陈永昌遗失军人优抚证，证

号：渝綦江001186，声明作废。

海通药房綦江区郭扶镇任宏药店通用手工发票遗失，起始号：

02392582，终止号：02392600，声明作废。

文龙水厂

通惠水厂

三江水厂

桥河水厂

东溪水厂

赶水水厂

末梢水

末梢水

末梢水

末梢水

末梢水

末梢水

色度

限值

15

15

15

15

15

15

检测
值

<5

<5

<5

<5

<5

<5

浑浊度NTU

限值

≤1

≤1

≤1

≤1

≤3

≤3

检测值

0.21

0.22

0.51

0.31

0.74

0.81

臭和味

限值

无异味

无异味

无异味

无异味

无异味

无异味

检测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肉眼可见物

限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检测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菌落总数

（个/mL）

限值

100CFU/ml

100CFU/ml

100CFU/ml

100CFU/ml

100CFU/ml

100CFU/ml

检测值

未检出

未检出

1

未检出

2

2

总大肠菌群

（100mL）

限值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检测值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耐热大肠菌群

（100mL）

限值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检测值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名称

单位

经綦江区疾控中心于2018年10月对渝綦水务公司（文龙水厂、通惠水厂、三江一水厂、桥河水厂、东溪水厂、赶水水厂）等六个水厂的管网末梢水水质进行检测，

现将各水厂水质检测结果公示如下：

2018年城市供水水质检验结果公示

本报讯（记者 向鸿升）12月4

日，我区召开校园及周边安全工作

会，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区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雷德环，副区长雷

瑞宏参加会议。

据了解，今年10月，我区对全

区103所公办学校、13所公办幼儿

园、15所村小、74所民办幼儿园、42

所培训机构进行了实地走访，开展

校园安全和矛盾纠纷大排查大整

治，共排查出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

问题596个。

会议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

进一步提高责任意识，切实增强做

好“平安校园”工作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扎实抓好校园安全工作；要

加快落实整改，各监管部门要严格

落实监管责任，对排查出的安全隐

患和突出问题要从严从重从快整

改，切实把各项安全工作落到实

处；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各中小学

校和幼儿园的安全工作机制及设

施建设，强化宣传教育，全面加强

校园及周边安全防范工作。

我
区
召
开
校
园
及
周
边
安
全
工
作
会

重庆市渝綦水务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6日

近日，位于新盛镇德胜村的临时装饰垃圾场内，一名工人正在指挥运输车倒垃圾。据悉，该垃圾场自11

月17日建成以来，已有近500吨装饰垃圾进场处理。目前我区正在筹建一座面积30亩的装饰垃圾场，建成投

用后，城市装饰垃圾处理将更加规范。 记者 张学成 摄

本报讯（记者 魏源森）12 月 5

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前元率队前

往永新镇，实地走访调研民营企业生

产经营情况。

是日下午，王前元一行来到位于

永新镇望场社区的新世纪建材有限

公司，实地察看了企业生产作业线和

库存场地，详细了解了企业生产、经

营、管理等情况。

据悉，綦江区新世纪建材有限公

司成立于1999 年，主要从事空心砖、

保温砖等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年产

量达8万方，年产值近1500万元。

座谈会上，王前元指出，民营企

业是支撑我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区委、区政府坚定不移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壮大，企业要有信心、有定力、有

冲劲。他要求，企业要进一步落实安

全生产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加大安

全生产监管力度，定期开展安全隐患

排查整改，确保不发生重大安全事

故；要守住环保“底线”，加大环保投

入力度，争做环保标杆企业。要重视

产品质量，加强技术改造，丰富产品

种类，创新研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

品，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永新

镇和相关部门要继续优化政务服务，

加强与民营企业之间的联系沟通，及

时了解并积极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

遇到的困难和诉求，为民营企业创造

良好的发展环境。

优化政务服务 助力企业发展
王前元走访调研民营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