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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綦江区石角中学遗失收据一张，收据号：005791326，声明作废。

重庆市綦江区市民服务中心（通惠大道延伸段东侧食堂负一层）遗失

重庆市渝綦水务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编

号：21992607，声明作废。

重 庆 市 保 险 中 介 邹 凤（女）执 业 证 书 遗 失 ，身 份 证 号 ：

510227197511055146，执业证编号：02000250022280020170800221，声明作

废。

重 庆 市 保 险 中 介 陆 天 容（女）执 业 证 书 遗 失 ，身 份 证 号 ：

500222198710143625，执业证编号：02000250000080020171201165，声明作

废。

本报讯（记者 张静）近

日，记者从区教委获悉，12月8

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

神暨第四届加强学校体育卫生

工作中小学校长研讨会将在我

区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

余名教育界大咖将齐聚綦江，

共商学校发展大计。

据了解，此次会议由中国

教育学会体育与卫生分会、《体

育教学》杂志社主办，重庆市教

育科学研究院、重庆市教育学

会、綦江区教育委员会承办，会

期三天，会议内容包括新时代

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学校体

育卫生有关政策解读、綦江区

农村区域推进学校体育改革的

实践与探索、观摩我区中小学

校体育课和课外活动等。

本报讯（实习生 赵竹萱）

12 月 7 日，以“万企帮万村，产

业助扶贫”为主题的 2018 重

庆·綦江赶水草蔸萝卜消费季

暨第八届赶水草蔸萝卜节在赶

水镇石房村萝卜广场举行。

赶水草蔸萝卜个大、型圆、

皮薄、肉嫩、汁多、味美，2012年

荣获第十届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金奖，今年全区草蔸萝卜核心

示范田种植面积达 2 万亩，产

量约5万吨。

据悉，此次活动由綦江区

精绿联合蔬菜股份合作社、綦

江区红钥匙辣椒专业合作社联

合主办，区委宣传部、区农委

（扶贫办）、区商务局、区旅游

局、赶水镇人民政府协办。12

月8日至明年1月5日，该活动

还将举办“周末大舞台，草蔸萝

卜美萝王”歌手比赛，总冠军将

成为赶水草蔸萝卜形象代言

人。

第八届赶水草蔸萝卜节今日开幕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黄玉文）

近日，笔者从区农委获悉，全区耕地

地力保护和种粮大户财政补贴已全

部完成兑付工作。

根据全区补贴实施方案，一般农

户补贴面积以确权颁证面积为基数，

扣减颁证后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

的耕地、林地、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

业用地、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

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等，补贴标

准为54.27元/亩。种粮大户补贴，单

户补贴面积在 50 亩到 3000 亩内，标

准为230元/亩。

“目前各镇街已着手2018年耕地

使用面积等情况的数据收集，为明年

的奖补兑付打下工作基础。”区农委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根据国家政策，

农民和规模农业经营者领取相应补

贴，应将资金用于减少农药化肥用

量、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节水灌

溉、开展土地流失治理和宜机化整

治、减轻对土地和农业生产环境造成

的污染和伤害等方面。

截至目前，我区总计兑付资金

6865.74 万元，涉及一般农户 197690

户、面积124.11万亩，种粮大户44户、

面积 0.56 万亩，补贴土地面积总计

124.67万亩。

教育界大咖将齐聚綦江
共商学校发展大计

本报讯（记者 杨子路）12月

5日，道路交通“百日安全行动”西

南片区区域整治渝黔启动仪式在

贵州省桐梓县松坎镇举行。副区

长杜永平参加相关活动。

据悉，在为期一个月的集中

整治行动中，重庆綦江、贵州桐梓

两地交警将最大限度把警力、其

他各类道路交通安全监管力量、

警车和执法装备投入到路面一

线，以推进路面交通违法查处“四

大行动”为抓手，加强信息共享，

强化数据研判分析，以210国道、

G75 兰海高速渝黔段为“主战

场”，对大中型客车、重中型货车、

危化品运输车、农村面包车等重

点车型，和酒驾毒驾、“三超一疲

劳”、夜间违法运行、非法改装等

严重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整治期间，我区交巡警支队

将积极组织20个街镇交安办、21

个派出所公巡中队、5个公巡（勤

务）大队全面上路。”区交巡警支

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渝黔两地警

方还将开展 4 次片区联合行动，

全力实现“遏制一般事故，严防较

大事故，杜绝重特大事故”的工作

目标，营造浓厚的区域整治氛围。

渝黔警方合作开展西南片区
道路交通严管严治行动

近日，郭扶镇平等村，村民利用冬闲加紧整修堰渠。据悉，该村为做好春耕备耕工作，早

动手、早准备，利用冬闲组织村民对堰渠整修加固，以保障开春后农田灌溉用水需求。

特约通讯员 陈宗武 摄

冬闲忙修渠

工程名称

地理位置

水库概况

批复
除险加固内容

批复投资
（万元）

建设工期

项目管理部门

项目法人
机构名称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监督电话

綦江区石角镇赵家沟水库险加固工程

綦江区石角镇坪上村

集雨面积
（km2）

0.85

1.大坝工程，对水库大坝采取灌浆防渗。对坝体采用充填灌浆，对坝基、坝肩采取
帷幕灌浆；2.溢洪道工程，对溢洪道消能段出口底部损坏部分采用C20砼进行浇筑
修复，并在溢洪道出口处沿左岸新建排水渠道；3.放水设施工程，对放水设施进行
修复整治。早大坝左侧涵管内穿管Φ110PE管道，并对涵管采取全段封堵，同时在
下游修建闸阀房；在大坝右侧涵管内改穿两根Φ200PE管道，并对涵管前段进入坝
体部分进行开挖封堵，重新填筑，恢复坝面。4.附属设施，对附属设施公路按泥结
石公路标准进行修复。

总投资

143.05

开工时间

2018年12月10日

綦江区水务局

重庆市江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众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璟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项目主管部门

48671733

总库容
（万m3）

28.49

其中

中央财政
专项资金

118

项目法人单位

48627516

坝顶长
（m）

70

市级财政
补助资金

30

预计完工时间

2019年9月10日

责任人

项目法人代表

陈在伦

现场负责人

总监理工程师

施工单位

13983290806

最大坝高
（m）

11

区县自筹

林毅

项目技术负责人

陈朝良

蒋俊

朗天学

监理单位

18696636098

重庆市小（2）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开工公示表

重庆市綦江区江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2月７日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经李克

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做

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

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必须深入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稳就业工作的决策部署，把稳

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实施就

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支持企业稳定岗位，促进就业创业，强

化培训服务，确保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就业目标任务完成和就业局势持续

稳定。

《意见》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促进就业的重点举措。一是支持企

业稳定发展。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

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

业保险费的50%，对其中面临暂时性生

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加大返还

力度。充分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

用，鼓励各地优先为符合条件的小微

企业提供低费率的担保支持，提高小

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二是鼓励支持

就业创业。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力

度，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可分

别申请最高不超过15万元和300万元

的创业担保贷款。鼓励各地加快建设

重点群体创业孵化载体，支持就业压

力较大地区为失业人员自主创业免费

提供经营场地。实施三年百万青年见

习计划，将就业见习补贴范围扩展至

16－24岁失业青年。三是积极实施培

训。困难企业可组织开展职工在岗培

训，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不足部分，经所

在地人社部门审核评估合格后，由就

业补助资金予以适当支持。对下岗失

业人员普遍开展有政府补贴的培训，

对其中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和零

就业家庭成员在培训期间再给予生活

费补贴。将技术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

件由企业在职职工参加失业保险3年

以上调整至参保1年以上。四是及时

开展下岗失业人员帮扶。失业人员可

在常住地办理失业登记，申请享受当

地就业创业服务、就业扶持政策、重点

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

条件的下岗失业人员，及时落实失业

保险待遇，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和临

时救助范围。

《意见》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地方

政府促进就业工作的主体责任。明确

部门组织协调责任，开展促进就业专

项活动。要切实抓好政策服务，及时

向社会公布政策清单、申办流程等，建

立实名制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同时，

要指导企业等各方履行社会责任，共

同做好促进就业工作。

据12月6日《重庆日报》

国务院出台四项促进就业重点举措
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

本报讯（见习记者 邹婕）美

丽中国，我是行动者。12月4日，

我区第四届“环保公众开放周”活

动正式启动，区环保局召开新闻

发布会，通报了2018年我区环境

保护工作进展情况。

活动中，由生态环保志愿者

和媒体记者组成的参观团走进我

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实地参观实

验室设施设备，了解环境监测流

程和方式，并走上街头向市民发

放环保布袋和宣传资料，宣传低

碳环保生活理念，增强广大市民

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行

动的主动意识，共同传播绿色文

明正能量。

“环保不只是环保局的工作，

我们都该从身边做起，为环保事

业出一份力。”参与活动的志愿者

及相关媒体记者纷纷表示，通过

本次活动，对我区环保工作有了

进一步认识，并承诺从自己做起，

爱护生态环境，为生态文明和环

境保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区启动“环保公众开放周”活动

近日，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在横山镇开展第三

方机构专项抽检，共抽检食品样品9组，重点抽查了学

校周边“五毛食品”，据悉，该镇将定期不定期对全镇食

品开展检查，严防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安全食品上市

销售，确保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通讯员 张颜镜 杨韦

近日，扶欢镇开展宪法暨禁毒宣传活动，向辖区群

众深入讲解了宪法和禁种铲毒知识，活动共计发放宣

传单300余份，为20余名群众答疑解惑。

通讯员 周丹

近日，郭扶镇开展“全国交通安全日”宣传主题活

动，向辖区群众宣传交通法律、法规等相关知识，活动

共展出事故案例展板10块，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500

余份，现场接受群众咨询100余人次。通讯员 陈大文

近日，国家创卫专家组对篆塘镇创建国家级卫生

镇进行检查验收，重点检查了镇容镇貌、农贸市场、垃

圾站、水厂、机关单位、医院、学校、商铺、健康教育知识

宣传普及等情况。专家组对该镇卫生创建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并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

通讯员 赵星倩 周思羽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琦）12

月 6 日，全市住房公积金系统巾

帼建功工作推进会在我区召开，

全市住房公积金行业各级妇女组

织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共计100余

人参加会议。

会议总结了全市住房公积金

系统近年来“巾帼建功”工作情

况，并部署下一阶段“巾帼建功”

工作。綦江、长寿、江津、璧山、酉

阳等区县就“巾帼文明岗”创建经

验进行了交流汇报展示。

近年来，区住房公积金中心

深入开展各项创先争优活动，先

后获得“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

五一巾帼标兵岗”2个国家荣誉称

号，“重庆市国土房管系统先进集

体”等 8 个市级荣誉称号，“区委

区政府三八红旗集体”等10余项

区级部门荣誉称号。

市直机关党工委副巡视员李

斯唯，市妇联副巡视员谢美见，区

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崇刚参加

会议。

全市住房公积金系统
巾帼建功工作推进会在綦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