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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重庆市綦江区实验幼儿园工会委员会开户许可遗失，核准号

J6530021396402, 申明遗失。

重庆市綦江区实验幼儿园伙食团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6530014259804, 申明遗失。

胡佳越学生证遗失，身份证号510521199901070568，申明遗失。

脱 贫 攻 坚 进 行 时

吴大芬在挑选鸡蛋背到场镇上卖

“刘书记，来坐下喝杯茶嘛。”

“不了，刚从地里回来，村上还

有事要忙呢!”

中午的太阳异常火辣，刚从稻

田里出来的刘晓东浑身是汗，单薄

的浅灰色短袖紧紧贴在身上。拒绝

了沿途村民的邀请，刘晓东快步向

村委会走去，心想，“稻子陆陆续续

都收割了，得赶紧回去把和学校的

购销合同拟好。”

今年56岁的刘晓东是市派驻扶

欢镇插旗村第一书记，原重庆建筑

工程职业学院工会副主席。自今年

3月来到插旗村后，刘晓东的身份发

生了转变，变成了插旗村的“电工”、

“老农”、“推销员”……掀起了插旗

村扶贫的阵阵浪潮。

41天守在村里不回家
他把自己变成“本地人”

今年“五一”，刘晓东有点忙。

走村入户是每个新任第一书记

要做的事，刘晓东也不例外。虽然

做足了功课，但 3 月份刚来插旗村

时，刘晓东还是吃了一惊：该村地处

深山，村民世代环绕插旗山而居，住

得十分分散，这家住在山脚，那家住

在山头，往返一次就需要好几个小

时。

艰苦的条件没有让刘晓东退

缩，他自掏腰包买了一辆三轮摩托

车。此后，在山里，村民时常能听到

摩托车的轰鸣声。

“家里有什么困难？”“你家小孩

多长时间回来看你一次？”“小孩读

书有没有困难？”仅10天，刘晓东就

走遍了留守在村的 144 户村民。然

而，因为被群山包围，插旗村经济发

展落后。为求生活，该村426户1272

人多数外出打工，留村的144户326

人多为老弱妇孺，不能全面了解家

庭情况。发现这一问题后，刘晓东

决心在村里守着，等待村民回来探

亲。而这一守，就是41天。

“‘五一’农忙是最好的时机，平

时回来的人都是零零散散的，但‘五

一’大部分在外务工的村民、在外读

书的娃大都会回家。”在“五一”期

间，刘晓东每天走访村民近 10 户。

41 天的守候取得了成效，刘晓东把

村里的底摸了个遍。张家的娃读大

学了、黄家的媳妇每月给婆婆寄了

多少生活费……刘晓东渐渐成了

“本地人”，更成了大家伙心里的“贴

心人”。

给五保户当“电工”
他更想点亮整个村子

“要切切实实为村民办实事、办

好事”“村民有所求，我们就必有所

应。”这是记录在刘晓东工作日志上

的两句话，而他也始终践行着。

村民黄喜汉是村里的五保户，

2018 年 D 级危房改造后，因为没有

额外经济收入，没钱买电线，也没技

术安装，家里始终没通电。刘晓东

了解情况后主动帮其买电线，还化

身“电工”帮黄喜汉接通了电线。家

里通了电，黄喜汉也摆脱了以往天

一黑就只能去别家串门的窘境，逢

人便说：“刘书记真是好本事哩!”

为黄喜汉通了电，刘晓东并不

满足。插旗村地理位置特殊，进村

道路曲折，蛇虫密布，给村民夜晚出

行带来了很大困扰。对此，刘晓东

和同为驻村工作队的杨翼德、黄丰

一番深思熟虑，提出了“点亮插旗”

计划。

“我们计划在村里的主干道上

装上路灯，并为留守在村的每户村

民装上太阳能灯。这些灯在白天的

时候吸收太阳能，晚上自动供亮。”

刘晓东说，目前，资金已经到位，预

计在国庆节前就能点亮插旗。

为村民甘当“推销员”
他把插旗村大米卖进学校

9月1日傍晚，已有半月未回家

的刘晓东回到家中简单洗漱后就睡

下了。因为，第二天还有很重要的

任务等着他干。

第二天清晨6点，刘晓东早早起

床，携带了几件换洗衣物，便驱车前

往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他要把

村上近期打出来的米卖到学校。“学

校是销米大户，用米需求量大。村

上的米质量好，这样做，既能让村民

获利，还能让全校师生吃上放心的

优质大米，双方互惠互利。”

刘晓东的“推销”得到了学校的

认可。仅9月2日一天，刘晓东就卖

出6000斤南瓜、8000斤大米。

“今年村里的稻谷预计9月中旬

全部收完，能产出5万斤谷子。”刘晓

东介绍，“我们按照高于市场价10%

的价格从村民手里收谷子。村委会

将收到的谷子运到綦江城区脱粒，

最后运到村里包装进行销售。”

刘晓东算了一笔账，现在谷子

市价1.4元/斤，村上的收购价是1.65

元/斤，5万斤谷子能产生收益8万多

元，同时由村集体卖出大米获得收

益后还会与村民分红。

长时间吃住在插旗村，村委会

也成了刘晓东的家。“我们平时都住

在村上，村里有啥事，我们能及时赶

过去。”在村便民服务中心值班室，

摆放着两张床，一张是刘晓东的，一

张是杨翼德的，干净而整洁。刘晓

东说，“目前已经和学校达成了初步

的购销意愿，希望能尽快实现插旗

村与学校签订长期购销协议，帮助

村民增收。”

身入插旗 心入插旗
——记扶贫第一书记刘晓东

本报记者 刘琦

刘晓东（右）在村民家里了解情况 记者 刘琦 摄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东部

新城临时待货市场和临时货物堆

放场项目 9 月 1 日正式完工（如

图）。9月1日起至11月30日，该市

场免费向车辆开放。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2500

万元，市场位于东部新城新兴社区

安置房附近，占地150余亩项目，其

中临时待货市场占地100亩、临时

货物堆放场占地50亩，布置大小停

车位 684 个，占地面积超过 60000

平方米，临时仓库约10000平方米。

据东部新城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9月1日至11月30日，市场

免费向车辆开放，后期具体价格待

物价局核定后公布。该项目的建

成投用将为我区建设渝南黔北和

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重要节点上

的信息物流中心打下坚实的基础。

东部新城临时待货市场和临时货物堆放场开放

本报讯（通讯员 刘俊祥）9月4

日，一位钓鱼者独自在安稳镇松藻

河边钓鱼不慎摔伤，被热心矿工发

现并报警，在民警、消防、矿区员工、

群众、120 共同救护下，被安全送往

医院。

当天早上7点，在松藻煤矿上班

的工人李杰发现，松藻河边人行天

桥下的乱石中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

人，于是打电话告知矿保卫科。矿

保卫科人员接到警情后，立即组织

人员赶到了现场。

来到人行天桥后，大家发现一

名50多岁的人躺在桥下的乱石中，

离地面略有 10 米的高度，生死不

明。保卫人员立即报警，并通知了

120医护人员和消防人员，又派人找

来保险绳，顺着绳索下滑到了河边。

经观察，摔伤者受伤比较严重，

满脸是血，昏迷不醒。此时，民警、

消防人员、医护人员已赶到现场，松

藻煤矿的员工也借来救援设备。大

家合力把伤者抬上救护担架，并对

身体进行捆绑固定，防止在救护过

程中造成二次伤害。

桥上的人往上拉救护担架，桥

下的人肩扛手抬，很快把伤者救了

上来。医护人员立即对伤者进行了

简单的检查，并对伤口进行了包扎，

随后把伤者送到了医院。

从发现摔伤者到平

安送进医院，仅仅用了一

个多小时。摔伤者的家

属赶到现场，非常感动，

连连感谢所有参与救援

的人。

原来，摔伤者是一名

退休工人，平时喜欢钓

鱼，9月3日下午出门钓鱼

后一直没回家。当晚家

人四处寻找，没有找到

人，直到 9 月 4 日早上摔

伤者被人发现，才得知在河边摔伤

了。

根据现场情况来看，摔伤者是

从河边钓完鱼，利用绳索攀爬桥头

准备回家时，绳子断裂从桥头摔下

河边，造成此次事故。

惨 钓鱼者摔下桥一夜未归
快 众人救援一小时送医院

救援现场 记者 刘俊祥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李凤林）中秋

国庆来临，区纪委监委提前作出部

署，严防“四风”问题回潮复燃，积极

营造廉洁过节良好氛围。

根据安排，从 9 月上旬至 10 月

中旬，区纪委监委将采取分层次和

不打招呼、不定路线、直奔基层、直

插末端的方式，对 20 个镇街、66 个

区级部门以及部分酒店、超市、农家

乐、旅游景点等重点场所开展明察

暗访，重点检查“两节”期间违规公

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违规

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收送礼品

礼金等问题，严明纪律“高压线”。

同时，区纪委监委确定专人负

责，从9月6日起通过手机短信、微

博、微信公众平台，统一向全区3100

余名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级以上和国

有企业中干以上党员干部反复发送

廉政短信温馨提醒，打好思想“预防

针”。

此外，我区还公开举报电话

（48655444），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广

泛征集问题线索。对“两节”期间发

生的顶风违纪问题，将做好坚持严

查快处，对不收手不知止、规避组织

监督等行为，一律从严查处，及时通

报曝光，全力纠治“节日病”。

中秋国庆来临
这些“高压线”碰不得

本报讯（通讯员 郭向东）笔者

从区人力社保局获悉，我区养老金

发放方式再升级，本月起将取消失

业保险待遇发放、工伤保险定期待

遇发放、特殊人群代发医疗补贴发

放手工报盘，全面启用“社银平台”

发放。

据悉，“社银平台”是指依托信

息技术，建立社保部门与银行的信

息连接，数据在社保部门和银行间

实现实时交换，银行按照社保部门

提供的发放数据实时处理并反馈结

果，形成“资金账中走，数据网上流”

的基金支付模式。取消待遇发放数

据手工报盘是防范内外人员违法风

险重要措施，通过“社银平台”发放

社保待遇，可确保发放数据无离库

操作，人工无法修改数据，不仅更加

便捷高效，而且有效规避了基金支

付过程中的安全隐患。

目前，我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已启用

“社银平台”发放，自 3 月启用以来

累计发放 1493498 人次、165568 万

元。

养老金发放全面启用“社银平台”
本月起我区取消失业工伤保险等手工报盘

（上接1版）试完衣物后，杨光明拿出一个装有200元的红包，送到石小

君手中。杨光明对程前会说：“你们一家人要在政府的帮扶下，把日子越过

越好，有啥困难记得和我说。”

2008年退休后，杨光明每月领上了1000多元的社保养老金。这让他兴

奋不已，自己作为一个农民得到了政府的照顾。到了2016年，他和妻子的社

保养老金涨到了5000多元，杨光明便和妻子合计：“这些钱是党和政府给我

的，我要用它去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人。”

为邻居解燃眉之急

杨光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16 年 12 月，杨光明自筹资金

1000多元，购买了大衣3件、皮帽3顶、毛裤3条等过冬物资，准备了3个红

包，来到古南街道春光村村民刘纪元、刘纪祥，和尖山村村民王尚辉家中，为

他们送去了温暖和关怀。

金桥村三组的罗玉兴不幸患上白血病，他多方求医问药，几年来消耗大

量时间、精力和金钱，欠了不少外债，面对经济上的压力，罗玉兴及家人内心

十分绝望。

今年4月，杨光明知晓罗玉兴的情况后，慷慨解囊向罗玉兴伸出援助之

手，为他送去了2000元，解决了罗玉兴的燃眉之急。

除了资助困难村民，杨光明还四处询问周边乡村考上大学的困难家庭。

2016年，尖山村四组的曹德羽考上了大学。不幸的是，她的父亲在这一

年病逝，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杨光明了解情况后，及时为曹德羽送去了2000

元救助金，并叮嘱孩子要“好好读书，将来报效社会”。

把爱心一直传递下去

2018年9月，古南街道尖山村成立了老年协会。为了让老年协会基础

设施更加完备，杨光明向协会捐赠了2000元购买连箫和投影播放设备，便于

大家开展娱乐活动。

“杨光明的爱心事迹在社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受到了邻里乡亲的

好评。”飞鹅社区负责人说，正是有了像他这样的好人，人与人之间才会互相

关爱，社会才充满阳光、温暖和正能量。他这种助人为乐、济贫助弱、关心关

怀弱势群体的精神值得大力弘扬。

入党54年的杨光明党性意识很强，他不忘初心，以实际行动争做优秀党

员。他积极参加党内组织生活，认真学习党中央的文件精神，多次协助社区

工作人员完成组织上安排的各项任务。

2017年3月，有居民侵占小区绿化带，准备搭建停车场停放摩托车，杨

光明第一时间阻止。有人说他管得宽，家人也让他别得罪人，但杨光明却说

“公共区域是大家的，我们都要爱惜它，没有花草树木，哪来优美的环境，我

是党员，不对的事情就是要管。”

杨光明说，只要他还走得动，就要把爱心一直传递下去，让这个世界更

加美好。

一位88岁老人的慈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