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胡成渝）近

日，扶欢镇应急管理办开展交通安

全专项检查，纠正违规行为8起。

据悉，本次检查主要针对营运

车超员超载、面包车非法营运 、无

证驾驶以及农用车载人、摩托车载

人、三轮车载人上路等违法行为，共

检查过往车辆 50 余辆，纠正、警告

保险过期、未随身携带驾驶证等违

规行为8起。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还向驾

乘人员宣传了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提醒群众时刻注意交通安全，安全

文明出行。

扶欢镇

严查违法敲警钟 把好交通安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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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重庆市綦江区东溪镇永乐村村民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500110ME1685508W,申明遗失。

重庆市綦江区东溪镇福林村村民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500110ME168541X9申明遗失。

綦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协会开户许可证（正本）遗失，核准

号：J6530017261805, 申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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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芬在挑选鸡蛋背到场镇上卖

9月10日是第35个教师节，而

对于今年新入职的綦江区永久小

学尚书村小语文教师杨青萍来说，

这是她的第一个教师节。

“老师节日快乐！”上课铃响，

走进教室，杨青萍就收到了孩子们

最真诚的祝福。

“这是我的第一个教师节，当

听到孩子们对我说节日快乐的时

候，特别感动，觉得孩子们太可爱

了。”杨青萍说，这学期她刚入职，

除了承担语文学科的教学任务外，

还担任了三年级二班的班主任。

第一次站上讲台，第一次当班

主任，第一次过教师节……对于自

己的这个新角色，杨青萍坦言，多

少还有些不适应，“班主任事情比

较多，压力也比较大，有时候晚上

回家嗓子都沙哑了有点疼，感觉当

老师还是蛮辛苦的。”

和不少农村学校一样，杨青萍

班上不少学生都是留守儿童。虽

然自己是科班出身的师范毕业生，

可真正面对这些孩子，面对一些没

有想到的具体问题，有的时候杨青

萍难免感觉有些无所适从。

幸运的是，“老带新”是学校的

惯例。负责指导杨青萍的老教师

有着十余年的教学经验，对她进行

悉心指导，这让她的适应过程顺畅

了不少。

“比如说老师会在家校沟通方

面给我们及时的建议，也会在备课

上课方面给我们一定的指导，这样

感觉自己成长得更快。”杨青萍说，

虽说自己已经走上工作岗位成为一

名教师，但其实自己更是一名学生，

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学习。

真正站上这方讲台，面对满眼

期待的孩子们，杨青萍对于教师这

个职业也有了更多的感悟。“读书的

时候觉得老师管得特别多，不让讲

话、不让出去玩，那时候特别不能理

解。现在自己走上教师这个岗位之

后才发现，这其实是一种责任，孩子

们都很天真单纯，这就更需要我们

去指引他们，为他们系好人生的第

一颗扣子，这对我来说任重道远。”

杨青萍说。

10天的时间，杨青萍有忐忑也

有收获，而最让她高兴的是，同学们

都很喜欢她这个新老师。“我觉得杨

老师很温柔很漂亮，看起来很温暖

就像大姐姐，我们都愿意和她待一

块儿。”永久小学尚书村小三年级二

班学生张雪说。“杨老师不凶也不吼

人，我画了一张画，祝她节日快乐。”

该班另一名学生张琪乐也抢着说。

今年，永久小学尚书村小共有3

名新入职的年轻教师。对于他们来

说，当上教师只是自己实现梦想的

开始。用心用情上好每一节课，坚

守讲台教好每一个孩子，才能无愧

于教师这个光荣的称呼。

乡村新老师杨青萍的第一个教师节——

做孩子们温暖的大姐姐
本报记者 邓大伟

关 注 教 师 节

9月10日是第35个

教师节。綦江区实验幼

儿园的孩子们用亲手制

作的手工花、热情的拥

抱和一句句“老师，我超

级爱你哦”的甜言蜜语，

为老师们送上一份份真

挚的节日祝福。图为孩

子们正在制作手工花。

记者 赵竹萱 摄

我 你爱爱

本报讯（记者 谢天骄）近

日，记者从区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支队了解到，现用的本式往来港

澳通行证将于2019年9月13日全

部失效。按照往来港澳签注最短

有效期3个月计算，近期持用本式

往来港澳通行证将不便于申请新

的签注。

“如果您是持本式港澳通行

证，在近期内有前往澳门打算的

居民，请前往出入境办证大厅，更

换新的卡式港澳通行证。”区公安

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民警介绍，有

出行需求的持证人提前申请卡式

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已办妥签

注的本式往来港澳通行证在有效

期内仍可继续使用。

据介绍，卡式电子往来港澳

通行证于2014年9月启用。今年

4月1日起，国家移民管理局推出

“全国通办”政策后，内地居民申

请卡式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及团

队旅游签注更加便捷。

“卡式港澳通行证便于携带，

签注时间也更短。”该民警介绍，

以前的本式港澳通行证，办理签

注需要3个工作日，现在的卡式港

澳通行证立等可取，大大地节约

了时间成本，提高了办证效率。

民警提醒，内地居民可以在

全国任一出入境管理窗口申请办

理，也可以通过移民局官方APP、

服务网站在线申请。持卡式证件

在自助签注机办理赴港澳团队旅

游签注可实现立等可取。

本式往来港澳通行证将于本月13日失效

民警展示卡式港澳通行证（右）和即将失效的本式港澳通行证

本报讯（记者 谢天骄）今年以

来，我区按照“一人多岗、一岗多能”

的原则组建“1+5+N”社会治理现代

化队伍，并融合智能化应用技术，让

群众反映问题更方便、处理问题更

及时、权益更有保障。

近日，记者在新盛镇采访时，工

作人员正在调试即将上线投用的

“分钟融联新盛视联网指挥平台”，

该平台以原有的监控系统、分钟法

律诊室和“1+5+N”社会治理队伍为

基础，以视联网为载体，以镇综治中

心为核心，以各村（居）“1+5+N”社

会治理队伍为终端。其中，“1”即村

（居）党组织，“5”即民警、律师、巡防

队员、议员、网格员，“N”即各村（居）

参与到社会治理中的志愿者和社会

组织。

当群众出现矛盾纠纷时，通过

手机 APP 就能连线工作人员，及时

协调化解矛盾纠纷。“群众发现问题

后通过分钟融联平台当即反映，网

格员、巡防员、和议员等工作人员立

即到位，律师、民警及政府部门现场

视频连线，当面解疑释惑促成问题

当即解决。”新盛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过一个指挥平台调度，就能实

现全网高清视频实时传输，达到实

时互动、实时指挥，群众的矛盾纠纷

得到及时处理。

除了“1+5+N”联线外，该平台

还设有实景监控、问题上报、紧急联

调等功能，进一步方便群众及时反

映问题，问题及时解决。

“1+5+N”社会治理模式在智能

化应用技术支持下，让群众反映问

题渠道更多更便捷，工作人员处理

更实时有效，从而推动社会治理传

统模式向智能化转变，在方便群众

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工作人员的效

率。“自大力推进‘1+5+N’社会治理

现代化队伍建设以来，有效节约了

各方力量，使得我们大量的非警务

警情得以分流并及时解决在基层，

同时大大地充实了社会巡逻力量。”

区公安局新盛派出所副所长魏振

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区紧紧围

绕“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群众自治

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大

力培育群众自治力量”的思路，开创

的“1+5+N”社会治理新模式，将在

2019年底，在全区381个村（社区）实

现全覆盖。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提升群众幸福感
今年底，全区381个村（社区）将全面推行“1+5+N”社会治理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 黎梨）

9月10日，渝川、港华燃气管道互联

互通通气仪式在綦江转关口大桥工

业园区岸桥头举行。区委常委、工

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刘扬出席活动。

据悉，渝川、港华燃气管道互联

互通实现了綦江城区与工业园区间

的管输天然气互通，将大大提升我

区管道天然气供应能力，为綦江百

姓再添一道供气保障。

重庆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市务部

负责人丁晰表示，该互联互通工程

是港华燃气公司和重庆市渝川燃气

公司之间合作迈出的第一步，工程

将有利于稳定城区居民用气，同时

当任何一方因设备或意外发生停气

时，也可以减少居民停气风险，让居

民更好地使用燃气。

綦江城区与工业园区
燃气管道实现互联互通

本报讯（通讯员 李凤林）今年

以来，区纪委监委坚持把整治群众

反映强烈的腐败和作风问题摆在突

出位置，聚焦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开

展精准监督、有效监督取得实效。

充分运用民生监察平台抓监

督，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民生监察

平台工作月督查制度的通知》《关于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解决民生监察平

台工作突出问题的通知》，制定民生

监察平台督查方案，对27个单位进

行督查，发现问题 13 个，完成整改

13 个。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优势，

核实发现问题线索6条，对1人立案

调查，组织处理8人，停发城乡低保

23户，调减城乡低保8户，清退资金

129409元。

同时，继续深化涉权事项公开

抓监督，制定党员干部亲属涉权事

项核查方案，对比对出的 112 项涉

权事项进行抽查核实，给予诫勉谈

话2人，拟对4人立案调查。通过推

行涉权事项公开制度，共查处问题

线索24件，给予党纪处分2人，组织

处理 44 人，清退资金 85517 元。截

至目前，全区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42件，处理85人，其

中党纪政务处分18人、组织处理67

人，问责16人。

此外，聚焦问题开展集中整治

抓监督，开展社会经济组织骗取扶

贫财政资金补贴问题专项治理，清

理排查2017年7月以来涉及社会经

济组织的扶贫项目706个、资金1.16

亿元。对农村建设用地复垦补偿、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政策落实、教育

领域脱贫攻坚保障中存在的侵害群

众利益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深

化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

理，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204 件，处理 338 人，其中党纪政务

处分68人，形成了强有力的震慑。

区纪委监委

运用有力有效手段 开展民生领域监督

本报讯（通讯员 魏楠）笔者从

区人力社保局获悉，目前，我区2019

年大学生暑期带薪实习已经收官。

今年暑期带薪实习共征集岗位130

个，实际到岗140人，由全区49家单

位发放实习补助共计20.76万元。

据悉，暑期到来之前，区人力社

保局主动与相关部门、镇街、高校衔

接，及时收集各单位需求。大学生

实习期间，该局加强全程管控，核查

学生到岗情况、实习情况、发放补助

等情况；积极协调团市委为自行登

记上岗的大学生购买人生意外伤害

保险，确保实习大学生待遇落实和

人身安全；加强跟踪反馈，通过上门

或电话核查，提高用人单位和大学

生满意度。

从各接收单位和实习大学生反

馈情况来看，今年暑期大学生带薪

实习工作受到一致好评。接收单位

表示将继续支持暑期带薪实习工

作，大学生们也表示实习经历弥足

珍贵，既增长了见闻，又积累了就业

经验。

我区2019年暑期大学生带薪实习收官

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