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区中医院医生走进区行政服务中心开展健康科普知识讲座，从运

动的好处、什么运动适宜、运动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了讲解，并就如何判断

身体健康、怎样进行养生调理等方面，增强大家的健康意识。

通讯员 段贵华 周钦

8月27日至8月29日，古南街道卫生院组织督查小组，针对辖区各村卫

生室的医疗安全、感染管理、中医药适宜技术开展、基本药物使用规范、双向

转诊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开展等专项工作进行了督导检查，督查小

组通过查看现场、翻阅资料、核对报表等方式了解了各卫生室工作现状和存

在问题。

记者 黄辰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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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 贫 攻 坚 进 行 时

醉酒汉脱贫记
本报记者 吴长飞 实习生 刘柳吟

区政府周边道路
及环境改造工程完工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近日，

綦江城区区政府周边道路及环境改

造工程全面完工（如图）。

据悉，改造工程涉及交通路、滨

江路和北街道路的改造，工程总造

价约880万元，于8月1日开工。其

中，交通路改造段长约550米，对两

侧人行道进行改造，滨江路改造段

长约1030米，对道路路面及人行道

均进行改造，北街改造段长约 607

米，北街与交通路连接道长约 100

米，对道路路面及人行道进行改造。

主要改造完成工程量为，更换

花岗石路沿石约4600米，更换人行

道花岗石火烧面板约 17000 平方

米，改造交通路、下北街人行道栏杆

约 1560 米，滨江路、北街安装人行

道隔离栏杆约 1200 米，滨江路、北

街 及 连 接 道 路 路 面 沥 青 改 造 约

15600平方米。

“这两只母鸡长得好，准能卖个

好价钱，早去早回哈。”9月2日是綦

江区隆盛镇的赶场天。一大早，振

兴村贫困户吴大芬从鸡圈里挑了两

只土鸡，让老伴封安怀赶紧背去场

镇卖。

看着封安怀远去的背影，吴大

芬心里乐开了花。原来，封安怀此

前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醉酒汉：早起

抿一口，晚睡抿一口，一天三四两酒

下肚，啥农活都不干。

2017 年，58 岁的封安怀因老伴

患病需要长期服药，还有一个儿子

在读大学，被精准识别为贫困户。

“全家收入就靠三亩多庄稼，日

子过得很紧巴，老封却每天喝酒不

劳动。”说起以前的日子，吴大芬如

同倒苦水一般，将艰难的生活一一

道来。

改变发生在去年3月。彼时，振

兴村第一书记吴君来到封安怀家入

户走访，发现他们家没有任何产

业。最为重要的是，家中的顶梁柱

封安怀脱贫愿望不强烈，整天喝着

高粱酒不愿劳动。

“老封，你年纪也不小了，真想

一辈子都戴个贫困户的帽子？”吴君

先是激起封安怀的脱贫愿望，接着

又把村里的帮扶政策解释给他听，

让他知道只要动起手来，脱贫致富

不是问题。

在驻村工作队的多次激励下，

封安怀下定决心戒酒，并喂养了200

来只家禽和 10 多头生猪。从那以

后，封安怀滴酒不沾，还靠卖家禽卖

猪，于去年底成功脱了贫。

“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帮

扶，我要在封安怀奔小康的道路上，

再加一把油。”上个月，吴君联系村

里养殖大户吴超，给封安怀送来了

300只跑山鸡鸡苗。

“这些鸡苗不费一分钱。”吴君

介绍，这是驻村工作队利用扶贫资

金为贫困户谋的好政策，即由吴超

提供鸡苗和技术指导，并进行保底

价回收。等跑山鸡出栏后，再把鸡

苗费还给村里。

“这些土鸡还有四五个月就能

卖，到时又是一笔收入哦。”看着鸡

圈里的土鸡，吴大芬对脱贫致富的

生活充满了期待。

吴大芬在挑选鸡蛋背到场镇上卖

时下，我区高海

拔 地 区 稻 谷 已 经 成

熟，农民朋友们正抢

抓天时收割，确保颗

粒归仓。图为近日，

打通镇吹角村村民正

在 借 助 机 器 收 割 稻

谷。

通讯员 吴先勇 摄

綦江区中医院整体迁建工程特殊区域二次深化强电部分土建及设备采

购安装调试工程施工项目工程合同总价28405144.3万元。截止2019年8月

30日前，建设单位已累计拨付工程进度款2414437.3元。本项目已竣工验

收，请相关工人及材料供应商，依照公司项目部对账签字流程，在2019年9

月15日前联系公司相关人员完成登记手续。若逾期未前来办理登记，公司

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范海燕

电话:15320808971

重庆骁荐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9月5日

关于《綦江区中医院整体迁建工程特殊区域二次深化强电部分》
项目农民工工资款及材料款拨付的公告

重庆华伟石化有限公司向我局申请注销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提交

了许可证注销资料。经审查，现决定注销其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登记编

号：渝綦江安经（加油）字〔2018〕031）。

特此通告

重庆市綦江区应急管理局

2019年9月2日

关于注销重庆华伟石化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通告

重庆市烟花爆竹集团恒康有限公司因故不再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批发）

活动。经企业申请，现决定注销重庆市烟花爆竹集团恒康有限公司烟花爆

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编号：（綦）YHPF〔2018〕001号）。

特此通告

重庆市綦江区应急管理局

2019年8月29日

关于注销重庆市烟花爆竹集团恒康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的通告

本报讯（记者 杨子路）

近日，重庆永登律师事务所

调解工作室挂牌仪式在红星

国际广场举行，标志着我区

将全面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

作。

“律师调解工作室是指

律师作为中立第三方主持调

解，协助纠纷各方当事人通

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

议的机构。”重庆永登律师事

务所主任霍永军介绍，其中

案件来源有三种途径，即人

民法院委托调解，当事人申

请调解，党政机关和行业主

管部门、人民调解组织等单

位或组织的委托调解。

律师调解都涵盖哪些案

件类型呢？哪些可以调解，

哪些不能调解？“根据相关文

件，律师调解可以受理各类

民商事纠纷，包括刑事附带

民事纠纷的民事部分，但是

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

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

进行调解的除外。”霍永军

说，“律师调解除了范围广之

外，调解流程在保证公平公

正的基础上也更为灵活。一

般调解期限不超过 30 天，有

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化解矛

盾。”

霍永军表示，下一步调

解工作室将始终保持调解工

作的正确方向，把服务群众

作为开展化解矛盾纠纷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

人为本，做到依法依理、公平

公正。

我区首个律师调解工作室成立

吴大芬时不时地看看家禽的生长情况 记者 吴长飞 摄

（上接1版）接警后，吴科跟同事

一起迅速赶到现场，担心当事人冲动

伤人，吴科先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

然后挡在同事前面第一个冲进屋子，

只见床上躺了一名中年男子，用被子

裹住身体，但脸上脖子上已有血迹，

吴科见状，急忙拨打了急救电话。

原来，该男子已四十多岁，既没

结婚又没工作，在多重生活压力下，

一时想不开便意图割喉自尽，幸好没

有割到颈动脉，并无生命危险。折腾

到凌晨4点才回所里的吴科，在睡了

短短两小时之后，又接到了另一个需

要出警的电话。

对于自己的选择，吴科表示从不

会后悔，在他眼里，年轻人就应该敢

打敢拼，敢于接受挑战。

据了解，自2010年7月参加工作

以来，吴科先后在綦江区公安局篆塘

派出所、专案组、禁毒支队工作过，参

与侦破公安部部督案件“3·7”涉枪专

案、“王某、吴某华”运输、贩卖毒品

案，市公安局挂牌督办的“2·7”恶势

力团伙案等系列大要案件。

默默助人获群众点赞

吴科除了在案件侦破中表现出

色外，还有一副热心肠，受到群众的

高度赞扬。

2013年7月中旬，吴科在綦江横

山办事，得知一位叫陈惠芬的老人肺

气肿复发，需要送到主城医治时，他

毫不犹豫，立即将老人扶上自己的私

车。

在去往綦江的途中，他通过陈惠

芬的电话与她的家人取得联系，其女

儿告诉他因之前都是在重医治疗的，

家人希望能将老人送往主城。

“放心，我会把她送过来的。”吴

科一口答应。一个多小时后，他将老

人送到重医附属第一医院。“如果再

晚5分钟，她的命就保不住了。”手术

后，医生说幸亏病人送医及时，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此时，陈惠芬的家人

才想起他们连救命恩人的名字都不

知道，知道的就只有他制服上的警

号。

陈惠芬病愈之后，就一直在打探

救命恩人的下落，辗转半年，终于打

听到了下落。2014年2月，老人的家

人梁女士一行向綦江区公安局送来

锦旗和感谢信，大家这才知道吴科做

的好事。

作为一名普通的民警，吴科用行

动诠释了警察的责任与担当，用青春

与热血书写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他表示要在公安战线上，舞动青春的

旋律，实现青春的价值。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景然

据9月4日《重庆晨报》

从警9年获多项殊荣 他把青春献给公安事业

近日，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组织校外特长班教师、工

作人员50余人开展安全救护培训。今年上半年，青少

年活动中心开办了14个培训项目179个培训班次，共

培训2500余人次。记者 刘琦 通讯员 杨昌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