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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镇街人大联席会倒逼履职尽责
本报记者 成蓉 通讯员 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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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跃）8月6日，

我区离退休干部党组织书记培训班

开班。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关衷

效出席开班仪式并为离退休党组织

书记讲授第一课。

授课中，关衷效以《我国安全局

势展望》为题，从国际形势及周边国

家安全入手，详细深入地讲解了我

国安全局势情况。据悉，此次培训

班为期 3 天，课程内容包括学习贯

彻《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

行）》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

讲话精神等内容。此外，培训期间，

还将组织观看《不忘初心 继续前

行》宣教片、参加开放式红色廉政教

育活动等。

离退休干部党组织
书记培训班开班

“慰问残疾人20户、特困群众29

户、困难留守儿童39名、低保户320

户。”“为乡亲销售蜂蜜300斤、紫薯

2000斤，销售金额达5万余元。”……

近日，在区2019年镇街人大第二季度

联席会上，来自文龙街道、三江街道

等10个镇街人大负责人围绕“代表主

题活动和上半年镇街人大工作开展

情况”作交流发言。文字与图片的有

机结合让各镇街人大工作成效一目

了然。

图文记录让履职留痕，定期会议

倒逼履职出成效。2017年以来，我区

持续推进镇街人大联席会，如今“一

季度一检阅、新要求激励新作为”的

模式让镇街人大负责人更加聚焦主

业，镇街人大工作得到了显著提升。

定期会议 倒逼履职尽责

“胡志刚等9名代表帮助东五村、

松榜村种植500亩生姜；郭和珍代表

帮助贫困户胡显云完成鱼塘维修并

放养鱼苗2000尾。”“各社区设置人大

代表联络员，每月15 日联系代表在

‘代表联络站’接待选民，实现代表联

系服务群众‘零距离’”……会上，各

个镇街负责人一边看着前方的PPT，

一边详细地汇报着工作情况。

据悉，我区自2017年召开镇街人

大联席会以来，已坚持了两年多。按

照惯例，联席会将每个季度召开一

次，每次交流学习的主题不一，且每

次各代表镇街都将用图文并茂的方

式进行汇报。

有图有真相，才能倒逼镇街人大

更好地履职尽责。“联席会的召开能

对我们工作起到有效督促作用，让我

们的工作有条不紊、扎实推进。”文龙

街道人大工委主任贺春娅说，文龙街

道高度重视联席会，其中，对于今年

镇街人大第一季度联席会提出的关

于加强人大信息宣传的要求，积极落

实，成效明显。

据了解，2019年第一季度镇街人

大联席会后，文龙街道人大工委安排

了专职人员进行信息收集报送，有计

划地安排街道人大工委活动，并根据

每次活动情况积极上报信息。截至

目前，文龙街道人大工委已在公民

报、綦江日报等媒体刊发稿件，并上

报区人大信息11篇，实现了时间过半

任务过半的目标。

代言土货 助力脱贫攻坚

“扶贫路上·我为乡亲卖土货”是

区人大今年开展的代表主题活动，也

是2019年镇街人大第二季度联席会

的重要主题。从联席会上的汇报情

况可以深切感受到各级人大代表立

足岗位、履职为民的付出。

三江街道人大代表勇当农村土

特产的促销员和代言人，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对接产业村、贫困户，注重激

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拓展农副产品

销售渠道，目前，已帮助村民、贫困家

庭和种植养殖专业大户销售农特产

品近2万元。

为贫困户销售土鸡200余只、柑

橘3000余斤、食用菌500余斤……丛

林镇组织区、镇人大代表，联合“丛林

菌谷”景区，开展“扶贫路上·我为乡

亲卖土货”专题活动，通过实地采摘、

现场售卖等方式，为贫困户实现收益

44000余元。

扶欢镇人大代表充分发挥人脉

资源，到区融媒体中心、区城管局、三

峡银行、区直机关工委等单位企业推

荐狮口馋大米，目前已签订订单2万

余斤，积极助推贫困村脱贫攻坚工

作。

安稳镇借助伏羊美食文化节，利

用本镇、石壕镇和贵州部分地区的

“土货”搭建起了线上线下的外销平

台，将代表主题活动品牌“扩展”到了

毗邻地区。

“上半年，各镇街强化措施，狠抓

落实，推动代表主题活动扎实开展。”

綦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前元表示，

区人大常委会在全市人大代表密切

联系人民群众工作交流会后召开这

次镇街联席会，意义重大。各镇街人

大在组织代表主题活动中，更加注重

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

天然优势，充分借智借力，努力形成

全社会关心支持代表主题活动的强

大合力，深入推进代表主题活动。同

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来自基层的优

势，组织代表深入对接贫困户，不断

提升活动影响力，用实际行动决战脱

贫攻坚。

人 大 视 窗

本报讯（记者 谢天娇）近段时间，东溪镇福林村的

“妈妈的无花果园”的无花果成熟了，不少市民趁着闲暇

时间来到果园，品尝无花果的鲜美，尽享采摘的乐趣。

近日，记者来到福林村“妈妈的无花果园”，一走进

园内便能闻到阵阵果香，俯身弯腰拨开片片翠叶，或青

或紫的无花果便露了出来。精挑细选出来的果实格外

香甜，吃上几口，从嘴里一直甜到了心里。“这里的无花

果个头大，吃起来口感更加清甜。而且周边环境好，让

人心情愉悦。”正在园内采摘的游客林先生点赞道。一

旁的游客罗先生接过话茬说：“听人介绍这里的无花果

不错，周末专门带着家人一起来采摘。尝过之后，真的

没让人失望。”

据果园业主李建菊介绍，无花果香甜软糯，是一种

高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的药食两用型水果，其根、叶均

可入药，有健胃清肠、消肿解毒等功效。目前果园占地

20多亩，栽种有波姬红、卡独太、青皮三个品种，采摘价

格为30元/斤，采摘期将持续到国庆节前后。

无花果新鲜上市

游客购买无花果 记者 谢天娇 摄

举报电话：023-63038191 邮政信箱：重庆市A023号邮政专用信箱

本报讯（记者 吴长飞 通讯

员 王婷婷）近日，区环境行政执法

支队收到区公安局环境安全保卫支

队的立案回执：将对重庆市虎贲医

用输液瓶回收有限公司环境违法行

为相关负责人进行查处。

一个多月前，我区悄然展开整

治污水偷排偷放夜间突击行动。区

环境行政执法支队兵分三路，“突

袭”辖区 17 家涉水重点监管企业，

现场查获虎贲公司涉嫌污水偷排的

环境违法行为。“我队已责令虎贲公

司立即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并对其

处以15万元的罚款。同时，将该案

件移送给公安部门，对相关负责人

员进一步追究责任。”执法人员金文

勇说。

2016 年 9 月，区公安局在全市

率先设立环境安全警察队伍，紧密

对接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开展环境

监管执法。此后，又建立健全了生

态环境局与公安局、法院、检察院等

司法部门的执法联动机制，确保有

力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此外，我区还与南川、贵州桐梓

等建立了“渝黔两省四地联合执法

机制”，强化区域环境执法协作配

合，共同应对区域流域环境问题。

联动执法向污水
偷排偷放“亮剑”

8 月 6 日，文龙街道杨家湾

社区居民周长德自行拆除“蓝屋

顶”后，正在屋顶刷防水涂料。

整改后的屋顶看起来更加美

观。据悉，城区“蓝屋顶”、彩钢

棚、晴雨篷违建集中整治自6月

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已有888户

签订拆除协议，完成拆除（整改）

面积38439平方米。

记者 覃宁波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文德林）日前，

区人力社保局召集区农民工工资领

导小组成员和我区相关国有企业负

责人，召开根治欠薪夏季行动会议，

决定即日起开展根治欠薪夏季专项

行动，一直持续到8月26日。

据了解，此次行动的范围包括：

我区各类在建工程项目及已竣工但

仍存欠薪的工程项目，重点是实现政

府投资工程项目及国有企业项目零

拖欠。该行动将对各项目进行日常

检查和“一金三制”落实情况重点检

查，及时发现隐患，维护劳动者权益。

此外，我区还将开展“回头看”行

动，对2019年2月6日后至今到区上

访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项目进行重

点检查，确保案结事了。

我区开展根治欠薪夏季行动

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创造高品质生活

“蓝屋顶”整治有序推进

（上接1版）4个孩子

中，小儿子陈先伦最为崇

拜英雄。”据陈在福介绍，

陈先伦从小爱看狼牙山

五壮士、邱少云、罗盛教、

雷锋等的故事，其中最爱

听关于雷锋的故事，还学

雷锋天天写日记，说长大

了要做像雷锋一样的人。

1984年9月8日，是

陈在福一生都难以忘却

的日子。

这天，巨龙乡中学的

几名学生约好放学后去

池塘比赛游泳，他们来到

大坪村水库，一个个跳入

水中。而陈先伦因脚背

长疮没下水，在塘边石滩

等他们。过了一会，大家

发现王顺模迟迟没有上

岸，看见王顺模正在拍水

呼救的张吉文被吓得目

瞪口呆。

陈先伦听到声音后，

不顾脚痛毅然扑向水中，

奋力朝王顺模游去。陈

先伦右手抱住王顺模，左

手使劲向岸边划，在离岸

还有四五米的时候，陈先

伦由于精疲力尽，两人缓

缓沉入水中。

不一会儿，陈先伦又将王顺模的

头和肩拖出水面，可由于力气耗尽，

陈先伦又慢慢地沉入水中。闻声赶

来的教师杨云先见状连忙将王顺模

拉上岸，但没来得及拉起陈先伦。陈

先伦再也没有起来。

当听到儿子陈先伦为救人牺牲

后，正在工作的陈在福一言不发，瘫

倒在地。当同事过来安慰时，陈在福

冷静地说：“当别人遇到困难，伸出援

助之手是应该做的事。”

陈先伦救人的事迹传开后，共青

团綦江县（现綦江区）委决定追认陈

先伦为雷锋式的好学生，并号召全县

青少年向陈先伦学习。

跟着雷锋脚步，让雷锋精
神一直传承下去

35年过去了，陈在福没有忘记

奉献自我的初心，用行动为身边的人

做出一点贡献。

经常想起先伦的小药箱，邻居生

病了先伦主动送药上门；孩子去大坪

小学有段路是泥泞路，他带领同学铺

成石板路……先伦未完的心愿，几十

年如一日，父亲陈在福带着奉献的情

怀以为他人付出为乐，做着他所谓平

凡的事，像细雨润无声以行动影响带

动身边的人。乡亲们外出打工把农

田荒废了，他挨家挨户劝大家尽量种

上庄稼，还购买农耕机和打米机给大

家免费使用；村里发展乡村旅游，他

顶着烈日义务把石头敲碎用来铺路

……并带领家属和邻居将几里长满

權荆棘的石板路清理畅通，方便村民

出行。他还经常献爱心，给邻里的贫

困学生捐款捐物。

“现在虽然年岁大了，腿脚因工

伤落下病根行动不是很方便，但我仍

要坚持干下去，我要一辈子都跟随雷

锋的脚步，能奉献多少是多少。”陈在

福目光坚定地说，过过苦日子的人，

是不会忘本的，他一定要让雷锋精神

一直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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