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热线87265555 经宣热线85892258 投稿邮箱qj87265516@126.com 綦江融媒体通讯员QQ群610757452

2019年９月6日 星期五

本版主编：冉静萍 组版：马诗奇

22QIJIANG R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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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服务走进门 村庄颜值靓起来
本报记者 吴长飞

吴大芬在挑选鸡蛋背到场镇上卖

“过去哪能跟现在比，现在少了

垃圾，多了花草，没了鸡鸭粪，有了

好心情。”说起村里的变化，石壕镇

石泉村村民陈全友不禁感慨。

走在石泉村的背街小巷，家家

户户院坝干净整洁，围墙上摆放了

不少花花草草，房屋内也布置得井

井有条。

然而，就在一个月前，石泉村和

大多数村庄一样，道路上有不少生

活垃圾，院子里遍地是鸡鸭粪便，屋

内的杂物也是随意摆放。记者采访

发现，这前后的变化，与石泉村的志

愿服务队分不开。

今年7月，为深入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全面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石泉村分别成立了党员志愿服务队

和村民志愿服务队。

“一开始我没把人居环境整治

当回事。”陈全友是石泉村10组的村

民，没什么环保意识，村里天天组织

党员志愿者入户宣传，他渐渐养成

了爱护环境卫生的好习惯，还在阳

台种起了玫瑰花。

“只有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才能使乡村环境真正美起来。”石泉

村党总支书记陈昌贵介绍，两支志

愿服务队共32人，先由村民志愿服

务队入户宣传讲环境卫生的好处，

劝说村民积极行动起来，接着由党

员志愿服务队入户检查并进行评

价。

遇到“顽固户”咋办？

“好办。”陈昌贵说，今年79岁的

村民穆群桥，一度以不需要讲卫生、

不知道怎么讲卫生为由，拒绝村民志

愿服务队入户宣传。

面对这一情况，村民志愿服务队

就拿起扫把帮他打扫卫生，还帮忙清

理房屋旁的杂草、杂物，铺上草皮，围

上竹篱笆。一来二去，穆群桥颇受感

动，坏习惯没了，好习惯养成了。

据了解，接下来，石壕镇将以石

泉村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点，

加大宣传发动效应，充分发掘农村

内生动力，在全镇范围内发挥示范

带动效应，让每个村民都积极参与

其中，共建美丽家园。

9月4日，永新镇石塔村沐澜溪葡萄园，工人正在整理刚采摘的红提。夏秋是葡萄成熟

的季节，也是葡萄园的用工高峰期。该葡萄园向就近村组的农户招工，根据每人工作内容

的不同每天支付50至80元不等的工资。

记者 周媛媛 摄

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防治工

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事关社会发展稳定大局。为了切

实做好今年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

防治工作，坚决打好高温汛期防

范化解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领域

重大风险攻坚战，我区做了哪些

工作？成效如何？下一步将如何

继续抓好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

治工作？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江宗华。

“我们坚持抓牢安全生产这

个应急管理工作的基本盘、基本

面，大力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执

法，确保全区安全形势总体稳定

可控。”江宗华说，今年以来，区应

急管理局全面督促各街镇、行业

主管部门对辖区内各类风险管

控、隐患排查的建档；深入开展了

以“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为主

题的安全生产月活动；扎实开展

了矿山、交通、建筑、危化、工贸等

高危行业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大执法。

据统计，截至8月底，全区检

查企业5561家次，查出事故隐患

68123条，排查重大隐患5条，下

达执法文书37452份，下达责令

改正1885起，警告6201次，没收

违法所得、非法生产设备2起，责

令停产、停业、停止建设44家，暂

扣或吊销有关许可证、职业资格

653个，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29人，处各类安全生产行政处罚

款1937.3万元。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一年，

做好今年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

治工作意义重大。面对我区地质

灾害、森林防火点多、面广，河流、

水库众多，进入高温汛期后各种

恶劣气候交替出现，灾害防治和

隐患治理难度较大的复杂情况，

区应急管理局多措并举，主动作

为，全力确保自然灾害防治有控

有力，防灾减灾和抢险救援取得

成效。

“我们对20个街镇、8个区域

防洪薄弱环节、136座水库和水

电站，以及310处地质灾害点、风

险点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建立健

全了监测信息员制度、“一对一”

编制应急预案。”江宗华说，为了

夯实基础保救灾，该局还积极筹

备建设集中管理的应急装备物资

仓库，搭建综合应急救援指挥调

度系统平台，完成了打通、东溪2

个片区中心常备物资储备库标准

化建设。

在抓好减灾救灾方面，该局

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

和信息报告制度，按照“快速、主

动、严谨、细致”的要求，建立好与

市、区级部门、镇街、村（居）和社

“五级”及政府与企业“两线”的信

息员网络，确保信息接报处置的

网络明晰、责任明确、运转高效。

同时，该局全力督促抓好预案的

贯彻落实，将演练重心推向基层

一线，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

据了解，今年来，该局通过突

发事件预警信息平台发布极端天

气、自然灾害预警信息150余条，

提前周知灾害防范自救应对措

施，为减灾救灾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一时间发布“4.19”洪涝灾害预

警信息，迅速启动预案，现场指挥

调度抗洪抢险，紧急转移安置

311人，及时划拨救灾物资，受灾

群众得到妥善安置，灾后重建全

面展开；在“5.15”文龙街道三桥

村大型地质灾害滑坡灾情发生

时，由于预警及时、组织有力，安

全撤离了受威胁群众22户41人，

未发生人员伤亡。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江宗

华表示，接下来，区应急管理局将

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开展好“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安全发展

理念，围绕綦江“走好转型路、打

造升级版”和“高质量发展、高品

质生活”的站位，紧盯安全生产和

自然灾害两大重点，以大排查大

整治大执法、防灾减灾救灾为主

线，当好党和人民放心的“守夜

人”，努力开创应急管理新局面。

当好“守夜人” 筑牢安全线
——访区应急管理局局长江宗华

本报记者 成蓉
9月2日，安稳、打通、赶水、石壕南部四

镇信用镇集中授牌仪式在安稳镇举行。安

稳镇、打通镇被授予“2018年度信用镇”，安

稳镇召台村、打通镇打通村等31个村被授予

“2018年度信用村”。 记者 吴明鸽

9 月 3 日，全区交通系统召开“讲成绩·

谈思路”工作座谈会。该系统各单位、各科

室通过晒“成绩单”、亮“工作清单”，形成了

有压力、有动力、有活力的干事氛围。

通讯员 梁倩云

近日，区公安局中峰派出所组织民警在

场镇“摆摊”，向赶场群众宣传防火防盗安全

小常识，并认真收集群众意见建议，积极处

理群众求助。当天，共发放宣传资料300余

份，收集群众意见建议20余条，为群众解答

疑惑20余次，处理群众求助2次。

通讯员 吴重立

近日，东溪镇人大组织部分区、镇人大

代表在万寿广场开展法律宣传活动，增强广

大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当天共发

放《司法行政便民服务手册》200余本、法律

宣传单 300 余张，人大代表解答法律问题 5

件。 通讯员 张雨荷

9 月 3 日，区人力社保局开展“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再走长征路”主题党日活

动，60余名党员干部到永城镇参观了王良故

居。“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像王良一

样的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

与鲜血换来的。”大家表示，将秉承革命先烈

遗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长征精神在新

时代发扬光大。 通讯员 曹健梅

本报讯（记者 陶玲）9 月 9 日

上午 9 点，区融媒体中心媒体平台

大美綦江 APP 积分商城将正式上

线。届时，该平台的用户将享受属

于他们的专属福利。

据了解，为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给用户提供更多便捷服务和福利，

大美綦江APP在现有的新闻、视频、

爆料、问政等栏目基础上，新开发了

积分兑换功能。

积分商城里，商品种类丰富。

记者打探到，9 月 9 日上线当天，有

大米、洗车券等商品，用户可以用累

计的积分兑换，后期商品还会持续

更新，给用户更多选择。

积分商城上线前，大美綦江

APP 发布了最新的积分规则，用户

可以通过完成签到、邀请好友、发布

问政、绑定微信号和阅读、评论、分

享文章等任务获取相应的积分，累

计的积分越多，可以兑换的商品就

越多。

大美綦江APP积分商城即将上线
9月9日9点，平台用户可积分兑换商品

扫一扫，了解积分规则

本报讯（通讯员 陈春炀）“真

是太感谢你们了，把我这些年的零

钱都兑换好了。”日前，在重庆农村

商业银行綦江支行营业部，市民张

女士高兴地说道。

张女士在镇上经营着一家便民

副食店，长年累月积累下来很多小

面额的残损、污损纸币，一直希望能

清理出来进行兑换，但不知银行是

否会受理，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提

着一大口袋的小面额纸币来到了银

行。

得知张女士来意后，银行工作

人员并没有表示不情愿或消极的受

理态度。在邀请张女士稍作休息

后，立即安排两位工作人员对张女

士带来的残损污损纸币进行了逐一

清理。

由于这些纸币的面额全部都在

1元及以下，工作人员花费两个半小

时的时间才清理完毕，并对这些残

损污损纸币哪些可以兑换全额，哪

些可以兑换半额，哪些不能兑换都

做了详细记录。最后跟张女士一一

确认后，总共为张女士兑换了 300

多元人民币。

市民兑换一大口袋小面额纸币
银行工作人员清理花两个半小时

本报讯（通讯员 彭证浩 欧

循碧）9月2日，古南街道在连城村2

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组织开展防灾应

急演练，进一步提升群众灾害防范

意识。

在连城村乱石孔不稳定斜坡地

灾点，现场指导员发布地灾险情后，

监测点监测人员拿起铜锣迅速奔向

地灾点，赶紧挨家挨户鸣锣告知群

众险情发生，请大家立即撤离。

村民在收到险情警报后，纷纷

按照指定的安全路线快步向滑坡点

两侧安全撤离。撤离过程，中年青

壮力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不到 5

分钟，灾害点群众就全部撤离至安

全地带。监测人同时向村和街道上

报灾情详细信息。演练过程组织有

力，秩序井然。

据该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以来该街道已组织地灾演练 6

次，参与演练人数达320人次，通过

演练，切实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应

对突发地灾险情的协作能力和实战

水平。

古南街道

加强地灾演练 提高防灾能力

近日，南州广场周边的绿树上挂满了大红灯笼。国庆节即将来临，为了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区提前营造氛围，让綦城更加靓丽。

通讯员 胡光银 摄

村民赵福远给自家养的花浇水 记者 吴长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