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永城镇中华社区李靓草莓园，游

客正在采摘草莓。眼下，正是草莓采摘的季

节，我区各草莓园的草莓相继成熟，吸引了

周边不少市民前往采摘。

记者 陈星宇 张静 摄

春日摘草莓

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重庆市綦江区赶水国土资源管理所，开户许可证遗失，开户行：

重庆市农村商业银行綦江支行赶水分理处，核准号J6530008698505,

声明作废。

区纪委监委以干部工作作风问题专项行动为抓手，切实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2017年10月至今年2月，全区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典型案件27件73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2人，其中扶贫领域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案件17件53人，处分15人。 通讯员 李凤林

近期，“榜样面对面”脱贫攻坚先进典型巡回宣讲活动先后走进赶水、三

角等镇贫困村，通过文艺展演方式，生动形象地为当地群众宣讲党的脱贫攻

坚政策，并以我们身边的脱贫故事，激励贫困村民树立信心，靠勤劳双手脱贫

致富。 通讯员 王姗 舒国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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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永城镇大兴村，村民李佳兰正忙着整理收获的儿菜。最近气温回升，綦江

各地村民把握好时机，投入到紧张的农忙中。 记者 吴长飞 摄

气温回升农事忙

我区残疾儿童康复工作
走在全市前列

本报讯（记者 向鸿升）3月11

日，记者从我区2019年残工委工作

会上获悉，2018年，我区共投入220

万元，推进残疾人脱贫攻坚工作。

全区残疾儿童康复工作走在全市前

列。

据了解，2018年以来，我区围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

不能少”目标，精准施策，增强稳定

脱贫信心，共计投入220万元，确保

了残疾人脱贫攻坚工作的顺利开

展。另外，我区还扎实推进残疾人

教育就业，加强基层残疾人工作队

伍建设，提升残疾人康复服务，开展

残疾人事业、惠残政策、自强典型等

宣传，残疾儿童康复工作在政策力

度和服务水平方面均走在全市前

列。

会议指出，2019年，要继续突出

重点，强化部门履职，做好第三代残

疾人证换发工作，推进第二期特殊

教育提升计划，打赢残疾人脱贫攻

坚战，打造市级康复阵地标杆，不断

满足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区领导吴大林、刘芳敏参加会

议。

今年初，区财政局党委与该局每名党员签订党风廉政责任书，围绕权力运行流程进行廉政风险点排查，针对

排查出来的30个廉政风险点，及时制定40条防控措施，有力推动了全区财政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通讯员

李凤林

快读

“巧巧，你只管努力学习，今后

的学费和生活费都由我来负责。”

近日一早，在区政协相关人员的带

领下，女企业家谢云见到邹家巧

后，拉着她的手说：“你的家庭困难

将不再是困难，姐姐期待着你考上

大学，用知识改变命运。”

家住横山镇大坪村的邹家巧，

今年15岁，正在读初三。虽然正值

花样年华，但由于家庭的缘故，她

变得内向，有时还会自卑，一段时

间内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邹家巧的父亲身患癌症多年，

母亲患有精神性疾病，家里的房子

本是危房，依靠政府补贴进行了改

造，全家收入全靠低保金。邹家巧

的父亲患上癌症后，为了治病，家

里还欠下了不少外债。

“前年她父亲去世时，安葬费

都是乡亲们你几百块我几百块凑

出来的。”大坪村第一书记马军说。

然而，在命运的重击下，邹家

巧却没有选择屈服。

“有次家访，我发现巧巧房间

的墙壁上，贴了不少便利贴，上面

写着‘我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学，让

妈妈过上好日子’之类的话。”邹家

巧的班主任张利说。邹家巧的同

学也说，邹家巧读书十分刻苦，经

常早上7点半就去教室朗读英语。

可因为家庭的特殊情况，给邹

家巧带来了许多同龄人所没有的

烦恼。

2018年12月，邹家巧精神不正

常的母亲不知去向。邹家巧只好

来到綦江城区的一个亲戚家暂

住。在亲戚家生活时，邹家巧没能

适应新的环境，许多课程出现了脱

节现象，学习成绩也直线下降。

今年 2 月，邹家巧的母亲突然

又回来了，邹家巧随即也回到大坪

村。可是还有4个月就要中考了，

要读大学首先得读个好高中。“我

现在的成绩能考上吗？即使考上

了，学费和生活费又怎么办？”邹家

巧说，她想读大学的梦想一时出现

了摇摆。

3月5日，谢云来到区政协交流

工作，聊起了自己开办了一家教育

培训公司，先后资助过 200 余名贫

困学生。当听说邹家巧的情况后，

便主动提出进行帮扶。

“我一定好好努力。”听到谢云

会一直资助自己读书后，邹家巧开

心地笑了，对着班主任说，“老师，

我读大学的梦，要圆了！”

“我读大学的梦，要圆了！”
本报记者 吴长飞

脱 贫 攻 坚 进 行 时

本报讯（通讯员 吴明鸽）

日前，打通镇下沟村村委会与重

庆硒旺华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土地流转合同，首期300亩

天麻生产实验基地正式落户下

沟村。

下沟村是我区重点扶贫村，

农业产业结构单一，为解决这一

问题，打通镇与驻村工作队积极

行动，多次邀请业主到下沟村实

地考察发展天麻种植。

据了解，重庆硒旺华宝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计划投资 500 万

元，在下沟村建立天麻示范基

地，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

基地”的模式，依托股权分红、就

近务工、带动种植等方式，助推

下沟村村民脱贫致富。

本报讯（通讯员 王刚）

今年以来，丁山镇石佛村以区

镇村三级就业平台为依托，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挖掘辖

区就业资源，提供各种用工信

息，积极帮助建卡贫困户、

“4050”等就业困难人员充分

就业，成功创建为市级充分就

业村。

石佛村成立了以第一书

记为站长的充分就业工作站，

对村里劳动力资源状况、就业

困难家庭情况等信息进行详

细地调查摸底，建立了村级组

织建设、基本信息、劳动力需

求和转移、求职登记、技能培

训等10本台账资料，并依托

区镇村三级公共就业服务平

台，将用工信息第一时间提供

给辖区劳动者，主动协调、鼓

励并扶持当地群众积极主动

在各行业就业或自主创业。

石佛村还通过实施就业

援助服务，帮助就业困难人员

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员联

系协调工作，切实解决村民在

就业方面的实际困难。村干

部经常深入农户家中开展政

策引导、法律宣讲、技能培训

等，提高村民就业技能。村里

还利用各项政策，开发了15

个公益性岗位，主要涉及保洁

保绿、公路养护、治安巡逻等，

大部分公益性岗位提供给了

建卡贫困户，努力实现就业一

人，脱贫一户。

日前，该村已成功创建

为市级充分就业村、区级星级

充分就业村。

丁山镇石佛村

成功创建市级充分就业村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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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文龙街道柏林村12组，村民代祯良正在翻土，

为藤菜育苗做准备。今年，代祯良整合自家土地和邻居

闲置土地发展蔬菜种植，计划种植藤菜13亩、南瓜6亩，

眼下正值春耕春播，代祯良忙得不亦乐乎。

记者 吴长飞 通讯员 曾碎秀 摄

播种春天的希望

本报讯（记者 成蓉）近日，綦

江日报社机关党支部委员会组织

全体在职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参观

荣昌喻茂坚陈列馆，接受廉政教

育。

“喻茂坚一生为官清廉，离任

时行囊中尚无百金，世宗皇帝称他

为‘天下清官’。”是日，该单位全体

党员同志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有序

参观，深刻了解学习了喻茂坚廉洁

做官、勤劳为民、节俭持家的事迹，

及其奉忠孝、重耕读、严规矩、遵法

纪、明奖惩、尚节俭的家规家训。

此次活动对党员同志有很深

触动，大家纷纷表示要以喻茂坚为

榜样，学习他廉洁自律、清正廉明

的崇高精神，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

德防线，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不忘初心奋勇前行。

綦江日报社

组织开展廉政教育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李羽）为切

实做好全国“两会”期间特种设备

安全监管，有效防范和遏制特种设

备安全事故发生，近日，区市场监

管局开展了一次特种设备安全专

项检查。

本次专项检查，执法人员对长

河扁加气站、大润发超市等单位进

行了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管理制

度不健全、日常检查记录缺失等问

题，现场指导使用单位进行了整

改，要求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切

实开展自查自纠，对排查出的问题

建立隐患台账，逐一落实整改。

据了解，该局将全国“两会”期

间特种设备安全检查专项行动与

特种设备安全稳定“百日攻坚”行

动深入融合，统筹实施特种设备重

点使用单位安全巡查，持续推进大

排查大整治大督查大执法工作，确

保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稳定。

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

本报讯（记者 吴双）3 月 12

日，重庆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周

廷勇来綦，调研我区融媒体中心建

设工作。

调研中，周廷勇说，綦江融媒

体中心建设工作抓得早、抓得实，

在强化服务功能方面效果突出，围

绕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服务企

业、服务社会，在媒体+产品上发

力，结合自身特点初步建成了资源

集约、结构合理、重点突出、协同高

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周廷勇表示，区县融媒体中心

建设，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要报

道主流信息、拥有主流受众、占据

主流市场、形成主流品牌，体现并

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

值观，在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的主

阵地上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要利用好融媒体中心舆情收集优

势，充分挖掘大数据资源，为地方

经济社会建设服好务。

区县融媒体中心建设
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