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段贵

华 周钦）“如今生活条件好

了，许多家长会趁暑假带孩

子出国游玩或赴港澳台度

假。”近日，区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支队相关负责人说，随

着暑期出国出境人数增多、

加上“全国通办”等惠民政策

的实施，我区又迎来了办证

高峰。

区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

队是整体入驻区市民服务中

心的单位之一，现有民警辅

警 10 人，承担着全区出入境

管理审批服务工作。为应对

暑期办证高峰，该办证窗口

启动应急预案，增配窗口警

力，坚持周六不休假办证服

务，引导市民自助办证，力争

窗口办证不扎堆。

警力配置上，采取支队

领导带头到前台值班，窗口

全员上岗，接件办证，解答办

事群众的各类咨询。坚持一

次告知办证程序和手续，不

能当场解决的立即向支队领

导汇报，给予协调解决，最大

限度地避免申请人往返，确

保一次办结。

同时，区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支队推行周六不休假办

证服务，满足群众在休息日

办证的需求。在工作日则做

到不办完最后－个业务不午

休，不送走最后－位办事群

众不下班，让办事群众高兴

而来、满意而归。

此外，区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支队积极引导市民通过

网上预受理、网上预约、自助

受理、自助取证等方式办理、

领取出入境证件，合理分流

人群，缓解窗口办证压力。

据统计，暑期开始以来，

区公安局出入境办证窗口累

计受理办证 4475 件，其中普

通护照 1800 件，港澳通行证

2200件，台湾通行证475件。

出入境窗口迎暑期办证高峰
本报讯（通讯员 刘静）8月5日，我区

2018年度新取得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岗

前培训班（第一期）正式开班，教育系统185

名中级职称教师参训。

据悉，本次培训分为两期，为期两周，

累计培训人数将达350人。培训以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职业道德与素养、专

技人员心理健康调试为主要内容，融入互

联网+政务、扶贫攻坚、乡村振兴、保密法

等知识，开展诚信教育、文明礼仪教育等。

区人力社保局负责人介绍，本次培训

采取专题讲座、案例教学等多种形式进行，

旨在促进新取得中级职称的各类专技人才

不断完善知识结构，增强职业道德意识，提

高综合素质，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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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质量检测知识知多少
区建筑工程检测中心举办“实验

室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曾爱）观“神

器”、看实验、听讲解……近日，区建

筑工程检测中心邀请普通市民及项

目施工、开发企业、监理单位负责人

等参加一年一度的“检验检测机构

实验室开放日”活动，针对企业、市

民关心的房屋质量安全检测问题答

疑解惑。

活动现场，检测员通过现场演

示、互动沟通等方式，向参观人员讲

解仪器设备的用途、实验原理等基

础检测知识，让大家零距离接触高

精尖仪器设备，了解房屋相关产品

的检测知识和产品质量知识。参观

者一致表示，开放日活动使他们对

房屋质量检测工作有了亲身体验，

了解了检测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肃

性。

据悉，我区建筑工程检测中心

具备见证取样检测（含保温材料）、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市政道路

检测、门窗检测、室内空气质量检测

5个大项51个小项270个检测参数

的检验能力，今年还将新增隔声检

测、门窗现场检测等7个小项98个

检测参数的检验能力。

区建筑工程检测中心主任王虎

彪表示，通过开展“实验室开放日”

活动，不仅向广大参建方普及了检

验检测知识，密切了参建方之间的

沟通联系，也让普通市民有机会真

正走进实验室，了解房屋安全质量

管理的相关要求和知识，增强了全

社会的房屋质量安全意识。

安稳：公益电影进社区
本报讯（通讯员 罗文）日前，

为进一步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活，

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安稳镇渝阳社

区开展公益电影进社区放映活动，

为当地居民送去文化“大餐”。

活动中，《建国大业》《建军大

业》等兼具教育性和观赏性的影片

吸引了不少社区居民前来观看，观

影人数达400余人。“小时候打着电

筒走很远的路才能看到露天电影。

现在大家聚在家门口看电影，方便

得多。”居民付陶点赞说，看完露天

电影很有感触，仿佛回到了自己的

童年时光。

渝阳社区负责人表示，此次活

动通过放映优秀爱国主义电影，不

仅增强了居民的家国情怀和历史使

命感，还搭建起了居民间相互交流

沟通的桥梁，增强了居民生活的幸

福感和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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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綦江区永新镇：1. 普遍存在居民楼顶违章
搭建彩钢棚和房屋问题。2. 永新镇居民
生活污水排放至木桥位置陈家河坝（河
名）。3. 永新镇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公共设
施破坏严重。4. 永新镇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内的厕所，无人清理，环境脏乱差。5.
永新镇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附近公共场所
堆放大量建筑垃圾无人清理。6. 永新医
院公交站旁公共场所露天堆放木料原材
料和房瓦。7. 永新镇望场街公共场所露
天堆放木料原材料。8. 居民随意在公共
绿化带种菜，绿化带被破坏无人修复。9.
永新镇公共路灯设施和垃圾桶被损坏无
人管理。10. 望场街丧葬一条龙占道经
营，生活污水直排下水道，导致下水道堵
塞，雨天积水严重。晚22时后敲锣打鼓噪
声扰民。11. 人居环境整治时，镇公务人
员不作为，玩手机、睡觉。投诉人称已向
綦江区生态环境局反映过，但未得到解
决。

行政区域

綦江区

污染类型

水，其他污
染，土壤，噪
音

调查核实情况

经永新镇调查核实：1.存在门店经营者违章搭建彩钢棚、居民
楼顶违章搭建彩钢棚和蓝屋顶问题。2.场镇老街片区部分生
活污水未能接入污水管网。3.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公共设施（健
身器材）完好，但坝子围墙栏杆生锈破损。4.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内的厕所每天都在冲洗和清洁。5.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附
近未发现建筑垃圾，仅垃圾桶旁有少量生活垃圾。6.永新医院
公交站旁确有堆放木料原材料和房瓦。7.望场街公共场所确
有堆放木料原材料。8.存在少数绿化带、花箱损毁、居民种菜
现象，同时7月22日特大暴雨，永新场镇部分花箱和绿化带被
洪水冲毁。9.因7月22日特大暴雨造成永新镇沿河及低洼区
域大部分公共路灯电路被洪水浸泡短路烧毁，部分垃圾桶被雨
水冲走、冲毁。10.因永新镇没有治丧中心，确有丧葬一条龙占
道经营，噪音扰民现象和经营期间生活污水直排下水道的情
况。11.经查，7月22日区生态环境局接到有关投诉后，转交永
新镇调查处理。在场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初期，确有因工作分
工不科学等原因，存在个别同志工作懈怠；但在开展场镇综合
整治时，永新镇机关干部最早早上4点30分上岗，最晚晚上10
点30离岗，工作强度较大，任务也较重，总体上讲，永新镇镇村
干部都是积极作为、认真履职、不辞辛苦的。

是否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1.永新镇已于6月初启动场镇环境综合整治，对门店经营搭建彩钢棚的
要求限时整改；同时，已对楼顶违章搭建彩钢棚和房屋的进行了全面清
理，摸清了底数，下一步将按全区统一部署推进整治。2.2018年永新镇投
入26.5万元，实施陈家河污水整治工程，将陈家河沿河沿岸的生活污水接
入了污水管网。目前，永新场镇生活污水处理率超过85%。今年，永新镇
将再投入180万元，用于升级改造永新场镇老街片区二三级污水管网。
3.已经制定了整改方案，根据简洁、实用、便民原则，拆除文化服务中心全
部生锈破损栏杆。4.进一步加大公共厕所的卫生监管力度，给群众一个
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5.进一步加大场镇环境卫生的清扫保洁的检查
力度，确保清扫保洁到位，为市民提供清洁宜居的居住环境。6.已责成材
料所有人尽快将永新医院公交站旁木料原材料和房瓦处置，若未按期处
置，将强制清理。7.已责成材料所有人尽快将望场街公共场所木料原材
料处置，若未按期处置，将强制清理。8.已经对场镇绿地、花台、花箱进行
了维修维护，对杂草进行清理；由于现在处于夏季，将于下半年气候适宜
季节，及时种植树木草花。9.永新场镇72盏壁灯式路灯已经全部修复并
正常使用；46盏高杆灯中部分已经修复投入使用，剩余部分因维修难度
较大，正在筹集资金重新布线安装。10.丧葬一条龙已被例入场镇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严禁在主干道及场镇市政道路搭棚经营；同时，要求晚上10
点以后、早上6点以前以及中午12点到下午2点防治噪音扰民。11.进
一步强化纪律要求，严格考勤，永新镇督查组不定时巡查、督查，对工作人
员懈怠、工作纪律不遵守等行为将严肃处理。

问责情况

无

来源：市生态环境局 发布时间：2019-08-06 11:24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
（第十五批 2019年7月26日）

2019年7月26日，綦江区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生态环境问题1件（见附表）。现将处理和整改结果向社会公开。

高温下的坚守

眼下，“蓝屋顶”、彩钢棚、晴雨

篷集中整治进行得如火如荼。文

龙街道长生沟社区一个个违建被

自行拆除的背后离不开违建整治

小组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他们

头顶烈日，挥汗如雨，穿梭在各个

居民楼里，总是在爬楼。

8月2日，在长生沟社区长青路

8 号居民楼，社区“蓝屋顶”违建整

治小组组长朱学礼和同组的安全

员朱朝平冒着38度高温，来到一户

约定拆除顶棚的居民家门口。他

们敲了门，却迟迟没人来开门。面

对这样的“闭门羹”，朱学礼早已习

惯。

“电话都打了好几次了，户主

说没在家，在外地……”朱学礼说，

这样的情形，还算比较好的，天气

炎热，一些居民的火气也跟着上

升，有时候，甚至会对他们破口大

骂。

“大部分居民都是积极配合和

支持的。”朱朝平介绍说，整个长生

沟社区，搭建“蓝屋顶”、彩钢棚、晴

雨篷的住户就有 225 家，目前签订

拆除协议的已经有 208 家，剩下的

几家，正在努力协商中，而他们现

在最担心的是拆除过程中的安全

问题。

每天早上，整治小组的成员们

几乎都是5点半左右起床，奔赴拆

除现场。他们要检查拆除人员有

没有戴安全帽、有没有系好安全

带，排查可能存在的一切安全隐

患。

长生沟社区多是 10 层左右的

老式单体楼，没有电梯。而违建户

大多都在顶楼，在这样炎热的天气

下，小组成员每天要在楼栋之间来

回奔走四五十回合，每栋楼上下十

几趟。所以这项工作也被大家调

侃为“减肥工作”。

“我以前 140 斤，现在只有 130

斤了。”从7月24日整治工作开始，

不到10天时间，朱学礼瘦了整整10

斤。“我们组的队员都瘦了，有名队

员还中暑了。”

朱学礼说，居民自行拆除的时

间是不确定的，队员们的作息就是

紊乱的。有时候将近下午两点了，

队员们才吃上午饭；有时候饭刚吃

没几口，就有居民打来电话需要他

们协助；有时候他们忙到深夜11点

过，刚回到家又接到居民电话。

“现在已经有70多家自行拆除

了，拆除面积大概有6000平方米。”

朱学礼说，看到这些“蓝屋顶”一天

一天少了，群众也满意了，城区面

貌也改善了，虽然辛苦一点但也觉

得欣慰，觉得值得。

一个个违建被自行拆除的背后离不开这群人的辛勤付出，他们是——

凌晨五点出发的“爬楼人”
本报记者 赵竹萱 黎梨

即日起，綦江区区长民营企业专线电话（023-

48678000）正式开通，主要负责听取和处理民营企业

向区政府反映的投诉请求、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等事

项。欢迎拨打区长民营企业专线，服务时间为：工作

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00。

本报讯（通讯员 胡德芬 张

万华）日前，在区人大机关的牵线搭

桥和精心组织下，西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第二分公司第二党支部

率队来到隆盛镇，开展以“社会帮扶

暖人心，扶贫路上并肩行”为主题的

助残助学捐赠活动。

捐赠仪式上，西南证券公司给

10多户因残因学致贫的贫困户送去

了粮油等生活品和每户 2000 元的

帮扶金，鼓励贫困群众攻坚克难、奋

发图强，早日实现脱贫奔小康。

“谢谢各位叔叔阿姨的关心和

帮助，我一定认真学习，以优异的成

绩回报社会的关爱……”捐赠现场，

一位在校贫困生感激道。近年来，

扶贫工作得到了全社会的共同关

注，隆盛镇先后收到了来自各方的

捐资捐物总额已达150余万元。

在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的关

键之年，区人大精心策划、善作善

为，努力推动社会扶贫工作做实做

深做细。今年3月，组织了“扶贫路

上·我为乡亲卖土货”代表主题活

动，积极动员企业、单位和个人等社

会力量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接下

来，还将致力于推动社会扶贫向纵

深开展，切实发挥好社会与扶贫的

桥梁和纽带作用，发动更多社会力

量投入到扶贫事业中。

人大机关牵线搭桥
社会扶贫深入推进

人 大 视 窗脱 贫 攻 坚 进 行 时 ·

工作人员头顶烈日，坚守在拆除现场 每天都在居民楼之间来回奔走几十个回合

本组图由记者 赵竹萱 黎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