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张耀方）近

日，笔者从区人力社保局获悉，我区

免费创业工位首次迎来青年创业人

才入驻。

“太好了，申请到免费的创业工

位，拎包就能入住，为我们节约了不

少创业成本。”在区人力社保局创业

指导科窗口，邓兴萍拿到青年人才

免费创业工位使用通知后，开心地

说道。

邓兴萍和合伙人陈艳秋是两名

大学生，2019年初合力创办了重庆

柒月会计咨询有限公司，有偿提供

会计代账、手续代办等服务。这次

申请到两个创业工位，大大减轻了

他们的创业“包袱”。

“创业工位是指创业服务平台

提供的单独办公工位，具备宽带网

络、共享会议室等配套办公条件，为

入驻者提供工商、税务、法务、创业

指导等孵化服务，最长可免费使用1

年。”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我区共有免费创业工位90

个，分布在3个街道和两个镇。

凡法人代表（项目创始人）年龄

在16－35周岁之间、具有专科以上

学历的各类人才，同时具备创业项

目、有创业工位使用需求的，皆可申

请创业工位1个。如创始团队成员

都符合条件的，经审查真实，可申请

增加创业工位数量，最多3个。

青年创业人才看过来

免费创业工位等你申请

聚焦小微权力

我区强化涉权公开见实效

党的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李凤林）近年

来，我区将涉权事项公开系统整合

到已建成使用的民生监察平台上，

充分利用民生监察平台已有的数据

库，更全面地开展数据比对，拓展涉

权事项信息管理功能，及时发现以

权谋私、优亲厚友等违规违纪问题，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

基层延伸。

据悉，我区全面收集完善涉权

事项公开基础信息，截至今年7月，

全区共登记党员干部人员信息7021

人，亲属信息77646人，涉及涉权惠

民资金2772.8万元、项目197个、政

府采购173个。将党员干部亲属信

息与享受扶贫领域补助资金信息进

行比对，发现 58 条问题数据，经调

查核实给予组织处理 8 人，追缴资

金 2950 元。通过推行涉权事项公

开制度，发现问题线索 20 条，查处

违纪违法问题17件，给予党纪处分

两人，组织处理 18 人，清退资金

725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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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露天烧烤！
烧烤摊入店经营让城市更整洁生活更美好

本报记者 成蓉

整治“大水缸” 吃上“放心水”
（上接 1 版）2018 年 11 月，我区

决定对这52户村民进行生态搬迁，

彻底解决水源地保护区内的污染隐

患。村民的房屋按4种类型分别进

行赔偿，每平方米 300—1500 元不

等；土地按一年600元/亩的价格进

行租用；搬迁后新建房屋的基础设

施由镇政府统一配套建设。

缪长江家正好属于搬迁范围。

“我得到了 45 万元房屋赔偿金，每

年还有2400多元的土地租金，再加

上清漂的务工费，划算！”他笑着说，

以前种地喂家禽挣不了几个钱，生

态搬迁后反而迎来了好日子。

截至今年 3 月底，鱼栏咀水库

周边52户村民悉数搬迁完。

污水管网解决村民烦恼

走在柏香村的乡间小路上，不

时就能看见污水收集管网穿梭在脚

下，再往前行，就能看见一座座污水

收集池，接收着家家户户的生活污

水。

“生活污水一直是水库的环境

安全隐患。”三角镇相关负责人说，

三角镇在进行水源地保护宣传的同

时，加大污水管网建设，减少库区的

生活污水污染。

柏香村小中咀组，距村民王新

明的房屋不到十米处，就有一座污

水收集池，他家7口人的生活污水，

直接通过污水收集管网运输到污水

收集池，再由运输车进行转运处理。

“有了污水收集管网，处理生活

污水不费时不费力，我当然要保证

自家的污水不乱排了。”王新明说，

爱护水源地自然生态环境，自己义

不容辞。

针对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居民的

生活污水收集，三角镇在二级水源

地保护区内共修建污水收集池 6

座，建设配套管网 5624.77 米。此

外，还修建了 14 座污水检查井，管

道支架 101 套，鱼栏咀水库管理所

定期转运污水到附近污水处理厂进

行处理。

鸡舍改造提升环保意识

鱼栏咀水库周边的几座村庄山

地多，村民们一直都有饲养家禽的

习惯。

“村民中养鸡鸭鹅的居多，养猪

的也有。”文东告诉记者，家禽和牲

畜排放的粪便也是一个污染源，如

果村民没有进行圈养，污染程度会

较为严重。

三角镇在生活污水收集管网的

同时，积极引导村民圈养家禽，并结

合村民需求对圈舍进行环保化改

造。

怎么环保化改造？“你们看，鸭

子在圈舍里排出的粪便，会经收集

口接入污水收集池，再也不用我自

己清扫了。”说起环保化改造后的圈

舍，67岁的柏香村小中咀组村民欧

循康乐了，他喂了 10 多只鸭，以往

每天都要弯着腰清掏粪便，现在直

接就处理了。

像欧循康一样，鱼栏咀水库水

源地保护区内的23处家禽圈舍，全

部进行了环保化改造。同时，三角

镇在水库周边设置了垃圾收集箱22

个、垃圾桶 50 个，集中收集处理保

护区内生活垃圾。

为了建立长效机制，我区加强

水库日常巡查和监管，24小时不间

断对一级水源地保护区进行实时监

控。此外，还在水库区域内实施水

系森林绿化项目，目前绿化成林200

多亩。

大力整治游摊 有住处

近日，记者走访了城区大街小

巷发现，綦城的各大门店中多了许

多烧烤店。然而，在今年2月以前，

这些烧烤店还是游荡在各主次干

道上的露天摊点。

“以前九龙广场到千山美林小

区大门这段人行道上有六、七家烧

烤摊，烧烤摊产生的垃圾多且不好

清理，让我们很头痛。”对于露天烧

烤摊的影响，环卫工人杨克群深有

感触。

为了解决城区露天烧烤造成

的市容秩序混乱、经营扰民等问

题，区城管局牵头制定了《城区夜

市经营专项整治方案》。

“根据安排，前期我们对露天

烧烤占道经营开展了摸底调查，对

经营户一一进行了宣传，登记相关

信息。”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法规科科长刘源说，前期发放

相关宣传资料 2000 余份，发放《责

令限期改正通知书》200余份。

2月20日起，区城管局组织文

龙街道、古南街道两个执法大队开

展为期 1 个月的露天烧烤取缔整

治，对城区所有露天烧烤的夜市经

营户进行取缔。“通过执法人员持

续规范和大量的前期动员宣传工

作，城区140 余户夜市摊主认识到

规范经营的重要性，并积极配合。”

刘源说，目前城区所有露天烧烤经

营户均已完成整改，全部入店开展

烧烤经营活动。

完善设施油烟 有归处

“自从露天烧烤取缔整治后，我

们晚上再也不用紧闭窗户，睡觉也

睡得更好了。”家住千山美林小区的

熊卓坦言，以前楼下的露天烧烤摊

油烟大，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

“为了解决餐饮油烟扰民问

题，我们建立了事前告知、事后监

管、联合执法的有效机制，积极引

导督促餐饮服务单位完善相关污

染防治设施。”区环境行政执法支

队副支队长谢雪峰说。

据了解，在餐饮服务建设项目

申请人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报

营业执照及餐饮服务许可的同时，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向申请人发放

了《新建、改建、扩建餐饮服务项目

告知书》，要求餐饮服务建设项目

申请人在项目开办前，应就建设项

目选址等情况是否符合环境保护

要求，认真对照《重庆市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等规定开展自查并向生

态环境部门进行咨询。

“通过前期宣传告知，大部分

烧烤店店内安装了油烟净化设施

或一体化烧烤车。”谢雪峰说，设施

的完善从源头上减少了大气污染。

同时，针对老城区一些餐馆未

建设专用烟道问题，区生态环境局

工作人员还多次协同社区召集当

事人进行协商，在楼栋居民均同意

的前提下，由餐饮服务单位自行安

装专用烟道。

“接下来，我们还将加强执法

联动，充分发挥各级管理部门的监

督管理作用，督促餐饮经营单位积

极整改，确保油烟整治取得实效。”

谢雪峰说。

集中收运泔水 有去处

露天烧烤专项治理攻坚行动

坚持“疏堵结合、先堵后疏、边堵边

疏、以堵为主”原则，严格落实“三

限、三有、三控”措施。

其中，“三限”就是限制经营时

间、经营地点和经营规模，城区内

的夜市摊点只能在晚上 8 点 30 分

后在指定的地点经营，且不得影响

市民通行；“三有”即要求每个夜市

摊点必须铺设防油的塑胶地垫，配

备垃圾桶、泔水桶，保证环境清洁

卫生；“三控”是控制油烟、噪声和

污染，夜市摊主要把垃圾污水规范

收集到周边的垃圾接收点，不能污

染地面。

记者在世纪花城小区看到，该

小区周围共有6家烧烤门店，且每

家门店不远处均设有餐厨垃圾收

集桶，烧烤店业主或待店内泔水桶

装满后倒入店外的餐厨垃圾收集

桶、或将剩余食物直接倒入餐厨垃

圾收集桶。

“以前的露天烧烤摊属于流动

摊贩，且都是夜晚开始经营，所以

对于泔水的管理并不规范。”刘源

说，如今，烧烤摊入了店，将便于规

范管理。

据了解，按照《重庆市餐厨垃

圾管理办法》规定，目前，全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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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违反，必将受到

相应处罚。

一个个烧烤摊不再“抛头露面”，刺鼻的油烟不再漫天飞舞，“滋滋”的烤肉声也不再随意放肆。居民生活环

境更加干净整洁，群众幸福感得到进一步提升。今年2月起我区开展露天烧烤专项治理攻坚行动，取得了立竿

见影的效果。

本报讯（记者 吴明鸽）前段时

间，打通镇建环办对该镇食品站停

车场进行改造重建，对食品站屠宰

场附件环境卫生进行集中整治。如

今这里的道路大变样，不仅出行更

加通畅，而且环境干净整洁了。

据了解，打通食品站停车场路

段以前主要以停车、烧烤和居民休

闲为主，人车混杂，存在安全隐患，

而且食品站屠宰场内时有污水流

出，污染环境。去年9月，打通镇决

定将该路段纳入镇城市品质提升

行动整治范围。经整治，目前打通

镇食品站路段湾改直已经完成，还

新添了公交站台。

“我一直在这里开商店，改造

前这段路不安全，常常有汽车剐蹭

的情况，而且屠宰场里面的污水流

出来，每到夏天味道很大。”食品站

附件一商店老板秦建炉说，整治前

这里人车混杂，行人过上过下很不

安全，现在没有车辆停放在这里，

乱摆摊现象也不见了，出行方便多

了，心里也踏实啦。“整治后，食品

站周围环境也好多了，绿化很不

错。”在打通镇食品站生活了多年

的居民们也纷纷对这次整治成果

点赞。

打通镇

环境整治给力 居民纷纷点赞

近年来，我区扎实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颜值越来越高，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的眼球。图为8月8日，趁着好

天气，几位摄影爱好者在东溪镇上书村一组，拍摄家乡美景。 通讯员 余明发 摄

美丽乡村高颜值吸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