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山路小学二期建设工程已经开工，工程项目包括中山路小学教

学综合楼、运动场、健身房、地下停车场、配套围墙等附属设施的新建，邹进

贤故居原址的复原，中共重庆第一个党支部遗址的修缮。总建设面积10400

平方米，总投资3200万元。该项目预计今年8月完工。 见习记者 赵竹萱

近日，文龙街道杨家湾社区组织开展“践行十九大 健康迎新年”登山活

动。社区退伍军人、党员、退休老干部、网格员、小组长等近100人参加。

见习记者 赵竹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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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河流域跨区域联防联控联席会议在綦召开
本报讯（记者 吴长飞）1 月 28

日，綦江河流域跨区域联防联控联

席会议在我区召开，来自綦江区、南

川区、江津区、巴南区、万盛经开区

和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习水县等

相关负责人共同签订了《綦江河流

域及过境河流跨区县联防联控协

议》（以下简称《协议》）。副区长蒲

德洪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各区县秉着共同参

与、合治共赢、属地负责、优势互补

的原则，共同努力保护好綦江流域

及过境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推进流

域内各区县社会经济的绿色协调发

展。

据了解，綦江河发源于贵州省

习水县仙源镇，经桐梓县进入重庆

市境内，并于江津区支坪街道汇入

长江，流域总面积7089平方公里，河

流总长223公里，是长江重庆市境内

段中仅次于乌江和嘉陵江的一级支

流。

《协议》签订后，流域内各区县

将在信息共享和通报、联合巡查和

执法等方面进行合作。合作及争议

处置机制包括建立跨区域河流联防

联控联席会议和跨区域河流争议处

置机制。

近日，东溪镇永乐村双桂园蔬菜基地，村民们正忙着将地里的甘蓝采摘

装车。据了解，该基地共流转土地600亩，上半年用于种植辣椒，下半年用于

种植甘蓝。今年甘蓝产量约480万斤，以每斤6角的价格销往重庆主城各批发

市场和大型超市，受市场影响，今年甘蓝价格与去年相比下降了30%左右。

记者 成蓉 摄

“荷兰豆13元/斤、四季豆5元/斤、红小米辣10元/斤、豌豆尖7元/斤、

青瓜5.5元/斤、茄子5元/斤……”近日，记者走访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和超市

发现，春节临近，部分蔬菜价格有所上涨。据回龙湾公益农贸市场一摊主

介绍，近期外地蔬菜由于供货紧张价格有所上涨，涨幅在5角/斤—3元/斤，

而儿菜、包菜等本地应季蔬菜价格平稳。 记者 成蓉 摄

本报讯（记者 张静 杨子路）

1月29日，綦江区第六届房地产展示

交易会在爱琴海购物公园旁纵三路

开幕。区委副书记赵如均出席活动

并宣布开幕，区领导吴大林、杨治

洪、王星出席活动。

据了解，去年，我区完成房地产

开发投资57亿元，同比增长0.9%；新

建商品房成交 132.62 万平方米，同

比增加 0.29%。本届房交会由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区东部新城管委会主办，

为期5天，将持续至2月2日，汇聚了

28 家开发企业参展，展场面积约

3000平方米，特装展位10个，标展位

20个，场馆可容纳2000人左右。

较之往年，本届房交会政策优

惠时间长、内容多、力度大。据区住

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房交会

的优惠时间将持续至 4 月 20 日，凡

个人购买商品住房（不含限价商品

住房、安置住房、棚改住房）、二手房

（仅限商品住房、商业用房、办公用

房、车库），均按缴纳契税总额的50%

奖励优惠。凡个人购买商业用房、

办公用房均按缴纳契税总额的50%

奖励优惠；凡个人购买车库的，按缴

纳契税总额的100%奖励优惠。凡个

人购买商品住房、商业用房、办公用

房、车库和二手房（仅限商品住房、

商业用房、办公用房、车库），均按不

动产登记费总额的50%收取。

我区第六届房交会开幕
28家开发企业参展

本报讯（见习记者 廖静）

日前，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为一

名急性脑梗死患者行动脉溶栓

术，这是我区首例经动脉溶栓，

并获得成功。

据了解，69岁的男性患者邵

某某，因“突发左侧肢体无力3＋

小时”于1月12日入住区人民医

院神经外科。急诊头颅 CT 提

示“双侧腔隙性脑梗死”。经神

经外科与急诊室会诊讨论，考虑

右侧颈内/大脑中动脉急性脑梗

塞可能，需行脑血管造影检查。

该院神经外科医生王明在DSA

室配合下，急诊为患者行 DSA

全脑血管造影＋动脉溶栓术，手

术顺利。术后即刻患者左侧肢

体肌力明显好转，测肌力达到IV

级，已于1月22日出院，恢复良

好。

据悉，经动脉接触性溶栓手

术，能够确认闭塞血管，可减少

溶栓药物用量，由于局部药物浓

度高，溶栓效果确切，再通率高

于静脉溶栓，能够及时监测再通

情况，是目前相对于静脉溶栓较

为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

“首例经动脉接触性动脉溶

栓术的成功开展，填补了我区该

项技术空白，标志着我院对于缺

血性脑卒中诊治能力又上新台

阶。”区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说。

全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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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区餐厨垃圾专项整治

行动已覆盖全区所有街镇，所有餐

饮单位的餐厨垃圾、泔水必须进行

统一收运和集中处理，不得私自运

输和处理。对于该行动的开展，市

民们有哪些感受呢？近日，记者就

此展开了调查。

点赞餐厨垃圾整治行动

“整治了好，原来那些拉潲水的

车子天天都要到我们这条街来，有

时候一天要来拉好几趟。”家住白龙

路附近的綦阿姨说，自从餐厨垃圾

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再也没见

过来拉潲水的三轮车了，就算现在

每家餐馆门口都放着绿色的餐厨垃

圾回收桶，里面装满了潲水，但也没

人敢私自偷运走。

附近的餐饮店老板说：“城管和

街道早就给大家宣传了，现在没有

人再私自出售这些潲水。”

回收桶“路边站”成新问题

市民廖大爷在点赞餐厨垃圾整

治的同时，也指出了新问题：“那些

餐厨垃圾回收桶在人行道上摆着，

“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行人走在路

上，哪儿都是泔水的味道，而且那些

商家也不收拾干净，有的桶子盖开

着，有的桶子装得油汤都满出来了，

街面上只要是放桶的周围，都是一

圈黑油，熏臭。”

记者从沙溪路、天星大道、康德

城大道、下北街、孟家院、电力街、九

龙大道沿街走访，发现几乎所有商

家都选择将回收桶放置在街边或者

人行道上，汽车客运站附近回收桶

“路边站”现象更甚。

“小的店还算好，只有一两个

桶，大一点的饭店门口一摆就是一

堆，多的七八个！”在餐馆旁开服饰

店的戴女士说。

对此，南州中学

对面的一家面馆解释

说：“我们没有收到通

知，说不准我们把桶放在门口呀，我

们店小，桶放在店里面不方便，而且

我们不知道收运车什么时候来，所

以只能放在街边，不然错过了车子，

第二天就不知道倒在哪里了。”

区城管局：正进一步规范管理

记者从区城管局了解到，目前，

文龙街道双龙社区作为全区第一个

试点社区，正在对餐厨垃圾收运进

行进一步规范管理。要求辖区内所

有餐饮单位将回收桶摆放于店内，

不得放于人行道或主干道，并要求

保持回收桶的干净卫生，至于每日

的回收时间，将由区城管局每日向

各商家发送短信通知。

从“放养”到“收养”

餐厨垃圾专项整治，市民怎么看？
本报见习记者 赵竹萱

近日，扶欢镇东升村村民刘明素正在晾晒萝卜干。近年来，该镇充分利用当地土质优良、适合种植

草蔸萝卜的有利条件，鼓励农民通过发展草蔸萝卜产业实现增收。 通讯员 杨奇 摄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段贵

华）近日，笔者从区行政服务中

心了解到，去年，区公安局出入

境办证窗口累计受理办结各类

护照、港澳台通行证等22851个，

经中心电话回访，群众满意率为

99.88%。

区公安局出入境窗口认真

落实服务民营经济30条、服务学

校29条及公安部八项出入境便

利措施，推出“就近办证、自助服

务、自助查询、免费照相、周六正

常工作”等 10 多项便民利民措

施，做到窗口“一次告知、一次办

结、一张表单、一网办理、一站服

务”，让办事群众满意。去年，该

窗口累计被评为中心月优质服

务窗口 10 次，优质服务标兵 20

余人次。

针对节假日和办证高峰期，

该窗口建立办证高峰应急制度，

实行错时、延时、预约服务工作

制，对需紧急出国境的群众开通

绿色通道，2018年通过延时服务

累计为群众加急办证180余件。

同时，开通了赴港澳旅游签注自

助受理，申请人或代办人只需持

往来港澳通行证，通过自助受理

机，就可以办理签注申请，大大

提高了办证效率。

区公安局出入境窗口：优化服务提高群众满意度

本报讯（记者 杨子路）1月29

日，区交通局正式挂牌。

根据《重庆市綦江区机构改革

方案》，将区农业委员会的渔船检验

和监督管理职责划入区交通委员

会，綦江区交通委员会正式更名为

綦江区交通局，作为区政府工作部

门。

副区长蒋华江出席挂牌仪式。

区交通局正式挂牌

市民咨询房交会优惠政策 记者 张静 摄市民咨询房交会优惠政策 记者 张静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 赵竹萱）1

月29日下午，重庆市綦江区委网络

安全和信息委员会办公室正式挂

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川参

加挂牌仪式。

据了解，綦江区委网信办是我

区按照中央和市委网信办的总体部

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为我区在网络内容建设、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发展“三大职能”方面

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我区将创新宣传表达方

式，升级“微宣传”网络矩阵，通过整

合全区网络资源，凝聚社会力量做

好网络宣传，发挥好区融媒体中心

“正能量作用”，探索出网络内容策

划、生产、传播新机制；加大传统新

闻内容数字化改造力度，丰富传播

形态和传播样式，按照“分层分类、

属地管理、高效通畅、全域覆盖”的

原则，进一步建立横向到党委、政府

各部门，社会组织各单位，纵向到镇

街村居的“微宣传”矩阵。在网络安

全方面，积极开展网络安全检查，建

立信息安全评测、风险评估等日常

安全联合检查机制，面向全社会开

展网络安全宣传，推进网络安全知

识和安全法规“六进”活动，办好网

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持续提高全社

会网络安全意识，增强网络安全防

范能力和法制观念，营造“网络安全

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良好氛

围。

与此同时，我区还将加快推进

智慧綦江建设，开展互联网+政务

服务工程，完善智慧城管系统和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系统等，积极构建

城市管理现代化新模式。

綦江区委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正式挂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