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区林业局组织区内涉木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开展安全生

产及职业健康教育培训，围绕小微木材加工企业安全生产基础管理、安全风

险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等内容开展培训，并要求涉木企业内部开展面向管

理层、所有从业人员的安全知识宣讲，提升企业安全防控能力。

通讯员 翟军鹏

近日，全市精准资助经验交流会在綦召开。綦江、合川、长寿、奉节等4

个区县在会上作学生精准资助经验交流发言。

见习记者 杨帆 通讯员 易开富

近日，安稳镇积极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活动，组织志愿者清扫人行道、白

色垃圾、行道树坑，清除墙体、标牌、电线杆等乱贴乱画，发动农户全面清理

房前屋后垃圾，捡拾白色污染。

通讯员 李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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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盘公路连接永新镇沾滩村和古南街道蟠龙村，两村连接路段曾经是条泥结石路，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

堪。如今，它已完美变身成一条水泥路，这要归功于区人大代表、永新镇沾滩村党总支书记李强。

“李书记，路边要是添点护栏就好了。”近日，李强又到村上向村民收集意见去了，村民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说

着，李强则在一旁认真地做着记录。

走家串户，倾听民声，作为人大代表的李强与群众的关系早已血肉相连。他说，作为一个来自基层的区人大

代表，更要尽心把基层群众的声音变成具有可行性的意见建议，让有关部门看得明白、重视起来，实现群众心中

所想。

“原来我们这条路是烂泥巴路，村民出行很不方便。”沾滩村村民岳仕可说，

村民都跟李强反映过这个情况，现在路面硬化好了，大家也方便了很多。

“该路段涉及5个村群众的出行问题，老百姓呼声也很大，都想把路修好。”李强说，那条烂路自己也看过、走

过，确实急需硬化，但涉及到相邻村，情况比较复杂。而此时，就是他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的时候了。 调研后，李

强提出了书面的意见建议，促成相关部门将这段公路硬化，周围群众向綦江的出行距离缩短了3公里。

“路面硬化了过后，群众出行比较方便了，但是由于没通公交车，村上老年人又多，群众出行还是很不方便。”

李强说，这次到村上，主要就是和群众交流下，继续向相关部门呼吁，让大家出行更方便。

“交通出行问题是群众的基本生活诉求，必须解决好、落实好。”李强所提出的关于观三公路的拓宽和硬化、

綦江城区设置道路交通信号灯等建议均被采纳，为群众解决了不少问题。

“真是要感谢他，路修好了我们也方便了，现在就差通客车了。”村民岳宗友说，相信有李强帮忙呼吁，大家出

行会更方便的。

记者 向鸿升

【代表风采】：倾听群众心声 老百姓愿景变实景

2019 年綦江“两会”即将召开，

綦城市民对此充满期待。记者打探

到，食品安全、教育、交通出行等成

了大伙儿当下热议的民生话题。

务工父母：

希望入学能更加顺利

“二娃马上要入学了，但是择校

依然让我很头疼。”孩子的入学问

题，是在綦城务工的徐女士最为关

注的。

徐女士告诉记者，近几年城区

很多学校招生都实行“三对口”政

策，即户口对口、房产对口、居住地

对口，“我和娃娃们的户口都在四川

达州，房子买在世纪花城，距离家近

的几所小学都排不上号，娃娃只能

去较远的通惠小学上学，希望今年

两会能考虑下外地户口子女们就学

的问题。”

贫困村第一书记：

期盼能打通村上物流渠道

“现在最期盼的就是物流能直

通我们村，这样老百姓的农产品就

能更顺畅地走出大山。”打通镇大罗

村第一书记封茜告诉记者，近年来

随着“土货”走俏，村里不少村民都

饲养上了土鸡土鸭，也种上了绿色

的蔬菜瓜果。销售都是靠村干部去

村民家里收，然后顺路带回镇上或

者城区，但这始终不是长久之计。

“因为是真正的土货，所以产品

是不愁销路的。”封茜希望今年两会

能多多关注下贫困村农产品的物流

渠道，让村民荷包真正鼓起来。

大学毕业生：

希望政府多出台政策 吸引大

学生回乡就业

在厦门念大学的谢皓男说，今

年6月份他就要毕业了，由于是独生

子，父母执意让他回綦江工作。“我

参加了很多场招聘会，但想找到一

份适合自己的工作确实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谢皓男说，他希望政府能

多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吸引有能力

的大学生回乡就业、创业，为建设自

己的家乡出一份力。

街镇群众：

希望能多开几趟公交车

今年 62 岁的陈大爷家住横山

镇，由于子女在城区安家，他经常坐

公交车来陪陪孙女。

“到横山的末班车 6 点就结束

了，经常都不能和子女吃上晚饭，就

要跑来赶车。”陈大爷说，到横山的

班次少，但是赶车的人特别多。他

希望城区到街镇的公交车能把收班

时间稍微延长，让群众出行更加方

便。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市民关注

的都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问

题，虽然关注点各有侧重，但他们都

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期待“两

会”能给百姓生活带来更大改善，日

子能越过越好。

燃气使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

关，作为燃气公司，满足居民用气需

求，保证燃气使用安全不仅关乎公

司利益，更关乎居民生活质量和生

命财产安全。对于这一点，重庆港

华燃气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岳山

从未轻视。

“从2018年11月开始进入试运

行阶段，岳总每个礼拜都要过来两

三次，大到场站设备的整个正常运

行，小到阀门有没有关闭，他都要细

心过问。”在港华燃气三江运营站，

记者跟随着岳山的脚步走进了燃气

安全管理的第一线。运营站工作人

员李杨说，岳山时常把“安全”挂在

嘴边，要求他们把工作做到实处，要

做细，确保安全运营。

“安全是我们燃气企业的重中

之重，一旦因为疏忽而发生泄漏，会

影响到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所以我们必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岳山说，公司成立初期，在綦江推广

使用天然气时曾举步维艰，现在能

获得社会认同，就更应该珍惜社会

对公司的信任。

“重诺守信、以客为尊，为客户

供应安全可靠的燃气”是该公司的

经营理念，每年投入近500万对城区

管网管护，及时排除安全遗患。不

仅周期性为用户上门免费安全检

查，还经常到社区、学校宣传用气安

全知识。公司员工每天巡查燃气管

线，严防燃气泄漏和第三方破坏。

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开辟

多元化的缴费方式，实现“网上办

理”“电话办理”，实行365天24小时

无休服务，特设社区便民流动服务

车，该公司还成立了“客户关注小

组”，时刻跟踪客户用气情况，赢得

了社会各界高度赞扬。

不仅是对燃气用户负责，对公

司员工教育培训岳山也从不放松。

入职前的安全教育培训是保证员工

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员工必须持证

上岗。此外，公司每年至少开展两

次燃气泄漏事故处置应急演练，让

员工掌握必备的安全防范技能，迅

速采取措施应对。

近年来，岳山被重庆市燃气协

会、綦江区经信委连续10年评为安

全生产先进个人，港华燃气也在他

的管理下成为一家安全生产标准化

二级达标企业。

在致力企业发展的同时，岳山

也不忘公益事业。他说，企业不断

发展，效益不断增长，身上要承担的

社会责任也越来越重，公司成立了

30人的义工队，将敬老扶幼、济贫帮

困、捐款捐物等公益活动常态化，现

已进行各种捐款、捐物达到 762.73

余万元。

“两会”来了 市民有哪些期盼？
本报记者 杨子路

岳山：重诺守信 以客为尊
本报记者 向鸿升

岳山认真审阅办公文件 记者 向鸿升 摄

前不久，新盛镇石桥村 80 多岁

的税婆婆气冲冲地来到村里的“分

钟法律诊室”，向值班员袁后立寻求

帮助。

原来，税婆婆邻居王大姐在自

家房屋边上清理焚烧杂草，窜起来

的火苗把税婆婆家的一株桂花树叶

子烤黄了。税婆婆找王大姐说道

理，王大姐却推卸责任。

“她就是看我家娃儿都没在，明

摆着想把我烧死！”正在气头上的税

婆婆，坚持说王大姐是故意欺负自

己。

袁后立查看现场了解情况后，

再三劝说税婆婆消消气，并把税婆

婆的想法引导到赔偿问题上。

“桂花树现在看来只是少部分

叶子烤黄了，应该不会死，即使再买

差不多大的一株桂花树，大概也只

要200块钱，我看这样，我做工作，让

王大姐赔偿你300块钱，如何？”袁后

立的建议，得到了税婆婆的同意。

接着，袁后立又找到另一位当

事人王大姐，严肃地告知她在屋外

焚烧杂草的危险，一旦火势控制不

住后果不堪设想。这时，王大姐也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很不妥当，主动

提出向税婆婆赔礼道歉并愿意赔

偿。

不料，王大姐向税婆婆道歉后，

税婆婆却不肯要王大姐的赔偿了。

“袁后立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我

们是邻居，哪里好要她赔钱嘛！”原

本有些隔阂的邻居，就此握手言欢。

石桥村有 18 名和议员，他们是

化解全村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

75 岁的袁后立，既是和议员，也是

“分钟法律诊室”的两名值班员之

一，另一位值班员是80岁的周升福，

他们都有42年的党龄，在村里很受

村民尊敬。

“我们村的和议员，必须要在群

众中有威信，而和议员中的值班员，

各方面素质还要更高，老党员自然

是最合适的人选。”石桥村党总支书

记李福金说。

在新盛镇，每个村都有“分钟法

律诊室”，每个“分钟法律诊室”都设

立了党员服务岗，该镇党委规定，党

员每人每年至少要完成1件纠纷化

解任务。

2018年3月18日，石桥村“分钟

法律诊室”和议党小组成立，党小组

7名成员，党龄都在30年以上，他们

是“分钟法律诊室”的中坚力量。

在和议党小组成立之初，石桥

村每个月矛盾纠纷有10件左右，最

多一个月达到了18件，党员和议员

们一边化解矛盾纠纷，一边进家入

户宣传法律政策、传统美德，取得了

好的效果。2018年10月，全村只发

生5件小纠纷，11月，纠纷数量已经

下降到3件。

“我们做到了矛盾不上交到镇

上，下一步，我们还要争取全村零矛

盾纠纷的目标。”袁后立说，党员和

议员们的工作，让村里的氛围更加

融洽，群众支持村上的工作，村干部

能够更加集中精力抓发展，最后受

益的，还是群众。

袁后立（左一）与村民交流 记者 夏昌铭 摄

党员进家门 化解烦心事
本报记者 夏昌铭

近日，东溪镇草坪村村民陈志平正翻挖冬闲土地。眼下正值冬闲季节，

但我区各地不少村民并未坐享闲暇，而是在田间地头忙碌，为明年的生产做

准备。 记者 王京华 见习记者 刘琦 摄

本报讯（记者 向鸿升）政协重

庆市綦江区第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

议召开在即，1月4日，区政协主席

母明江率队深入大会主会场和部分

分组讨论会场，检查会务筹备工作。

母明江一行仔细查看了会场的

座位摆放、会标字体、环境布置等筹

备情况，并提出改进意见，要求以更

严要求、更高标准、更细服务，做好

会议期间各项组织和服务工作。

母明江对整个会场布置和大会

筹备工作给予了肯定，他指出，要继

承和发扬好经验、好做法、好作风，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精心组织好会

务工作；要加强沟通、密切合作，认

真落实好每个环节的准备工作，做

到万无一失，确保会议顺利召开。

区政协副主席刘林、李北川、周

宗容一同检查。

母明江率队检查区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会务筹备工作

精心做好会议筹备和服务

（上接1版）产品溯源管理直接

增加了农产品的效益。龙泉村村民

杨正平告诉记者，“同样的土猪肉，

以前只能卖6元一斤。加入产品溯

源管理后，外地人真正相信了你喂

的是粮食猪，现在可以卖10元一斤

了。”

延伸品牌销售链条

每到周末，龙泉村“第一书记”

陈寅娟就忙着把村民们的农产品带

到綦江城区销售。“刚开始打开市场

有点难，都是通过设立自提点，先跑

贫困户的对口帮扶部门。”陈寅娟

说。

为了拓宽市场，龙泉村与区工

商分局机关支部开展结对共建。区

工商分局还组织商标科、微企科工

作人员来到龙泉村，给村里的农家

乐经营户讲解商标申请、微企相关

优惠扶持政策。

市场逐步打开后，龙泉村通过

菜坝网同重庆南禄食品销售有限公

司签订电商扶贫土猪养殖销售协

议，将全村土猪销售到菜坝网线下

土猪肉店。

去年 8 月，龙泉村在菜坝网开

设了龙泉仁家高山土特产店销售村

里土货，4 个月左右的时间销售额

达到了20余万元。

“在结束不久的第六届渝交会

上，市领导还专门莅临綦江馆，听取

了我村关于电商扶贫成效的汇报，

我感到特别自豪。”陈寅娟笑着说。

为了进一步打开销路，“龙泉仁

家”的溯源农产品已入驻九龙公益

农贸市场公益超市，实现了线上线

下同步销售。村支“两委”还制定了

帮扶原则，在销售过程中优先销售

贫困户的农产品，实现精准脱贫。

贫困户办起了农家乐
走上了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