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节日·中秋99公益日期间，三角镇积极发动辖区干部群众，为我区“解救枷锁，让爱

回家”、“扶贫济困，善行綦江”两个公益项目进行捐款，截止9月9日，累计筹

集善款104万余元，获得配捐20万余元。

通讯员 王敏

近日，区医保局组织我区第一批定点医院和诊所开展医疗保障相关政

策业务培训。据悉，为加强医保基金监管，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切实保

障群众就医需求，近期该局将分批次对全区定点医药机构开展业务培训，培

训内容为国家、市、区关于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的各类文件精神，并就医疗保

障相关政策进行深入解读。

通讯员 李婷

9月9日，横山镇举行庆祝第35个教师节活动，5名先进教师、1名先进

教育工作者、3名尊师重教先进个人和9名优秀毕业生受表彰。

通讯员 张颜镜

本报讯（通讯员 刘雪秋 周

芮）2019 年，古南街道商会组织 66

个会员单位积极参与公益活动，通

过捐款、捐物等各种方式开展精准

扶贫、助学、助残等，拓宽光彩事业

服务，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事

业进步。

2019 年上半年，全兴建筑公司

资助双桥社区修路，把綦齿厂锻压

车间“堡坎公路”至尖山村4组的毛

基烂路修成了柏油路。永跃齿轮为

綦江区光彩事业促进会（精准扶贫）

捐款。綦江康济医院到隆盛镇为群

众免费体检并捐资捐物。古南街道

商会在建军节慰问了抗美援朝老

兵。泉源机电有限公司为南州老协

会捐资。康田齿轮有限公司为光彩

事业基金会捐资。精锐达重型汽车

齿轮有限公司为石角政府捐资。据

统计，上半年该商会各会员企业累

计资助和捐款金额近50万元。

同时，该商会组织会员企业开

展创新成果交流活动，利用商会平

台、场所展示企业风采，宣传企业文

化，倡导企业精神，交流管理经验，

助推古南非公企业整体健康发展，

促进地方经济建设。

古南非公企业大力开展社会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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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变身“微商”卖生姜
短短几天就帮文龙东五村销售生姜2000余斤，并助文龙生姜产业走上品牌化之路

脱 贫 攻 坚 进 行 时 · 人 大 视 窗

本 报 讯（记 者 成 蓉 实 习

生 刘柳吟）“来来来，装起装起

……”近日，文龙街道东五村的生姜

种植基地异常热闹，原来是9名区人

大代表下村来帮贫困户胡朝发一起

挖姜、卖姜。

“生姜还没成熟就有人跟我预

定了300斤。”区人大代表周玉彬说，

为了更好地帮助村民卖土货，他一

直关注着村上生姜的生长情况，并

在适当之机通过线上宣传为生姜销

售开启“预定模式”。

人大代表来帮忙，为村民销售

生姜省去了不少麻烦。“以前我们都

是自己把姜背到城头去卖，路途遥

远一趟就要花费3个多小时。”胡朝

发说，现在好了，人大代表直接帮我

们把销路“铺”到家门口，省时又省

力。

文龙街道种植生姜的还有松

榜、红旗等5个村，生姜种植面积达

500亩，亩产量在6000斤左右。受地

势影响，5 个村的生姜将分批次成

熟，成熟期为9月初至10月初。

“子姜皮薄丝少，鲜嫩爽脆，辣

味浓郁，姜汁充沛；人工现挖，保证

新鲜，坚持不泡水、不漂白、不打蜡

……”刚忙完东五村生姜的订单销

售，周玉彬又忙着发朋友圈为松榜

村的生姜提前吆喝。

人大代表的关注和吆喝，为文

龙街道的生姜产业发展带来了新机

遇。通过朋友圈推广、订单销售，短

短几天时间，代表们就帮东五村卖

出生姜2000多斤。

除此之外，代表们

聚智聚力，今年还提出

了生姜品牌化的建议，

并在松榜村先行先试。

“目前精品包装盒正在

制作中，到时我们村的

有机生姜将改头换面穿

上新装。”松榜村第一书

记龙晓波说，精品路线不仅能提高

生姜价格，更有利于做大做强品牌，

扩大影响力，让村里的生姜不出村

就能销往全国各地。

区人大代表帮助村民卖生姜只

是我区“扶贫路上·我为乡亲卖土

货”人大代表主题活动的一个缩

影。据悉，该活动自今年3月启动以

来，全区近 2000 名人大代表身往下

沉、人往下走，到最基层、最困难的

群体中了解群众所期所盼，并通过

代表主题活动，积极回应群众期待，

帮助贫困群众解决最紧迫、最现实

的“增收难”问题，成效明显。

本报讯（记者 刘琦 石汉谋）

“第五套人民币更安全、更亮丽、更

易于识别。”9月10日，中国人民银

行巴南支行、区金融发展中心联合

区内10家银行，在营盘山广场举办

2019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知识暨反

假货币集中宣传活动，为往来市民

解析新旧版人民币差异，宣传反假

货币知识。

“2019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于

2019年8月30日发行，面额包括50

元、20元、10元、1元的纸币和1元、

5角、1角的硬币。”“50元纸币的安

全线从中间移到了右边，正中间50

的面额会随着纸币转动变色……”

活动现场，相关单位人员向过往的

市民们宣传介绍 2019 年第五套人

民币，并向大家介绍如何通过各种

防伪标识辨别新版人民币的真假。

中国人民银行巴南中心支行相

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以此次集

中宣传活动为契机，在綦江全力推

行优质现金服务，深入企业、学校、

社区、乡村等全方位开展新版人民

币知识和反假货币知识宣传，进一

步提高公众识别假币和辨别假币的

能力。

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知识暨反假货币宣传走进綦江

银行专家教你辨别真假钞票

又讯（通讯员 徐杨）“在现行

第五套人民币纸币防伪技术的基础

上，新版50元、20元、10元纸币增加

了光彩光变面额数字。”近日，重庆

三峡银行南州支行宣传小组走进綦

江工业园区，开展现金服务宣传和

小面额兑换活动。

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对今

年8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行

的2019年版新版人民币进行宣传，

并教授大家如何识别防伪标志，同

时围绕“不宜流通人民币”行业标准

进行讲解，现场还开展了小面额人

民币的兑换，并发放相关宣传手册。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落实普惠

金融政策，优化现金流通环境，进一

步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服务水

平，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对现金服务

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宣讲小组相关

负责人表示。

现金服务宣传进园区相关新闻——

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教市民识别真假币 记者 刘琦 摄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 黎

梨）中秋将至，月饼市场升温。为

了让市民度过一个安全、健康、放

心的佳节，近一个月来，区市场监

管局对我区月饼市场进行了专项

检查，从源头上加强对月饼生产企

业的产品质量监管。

近段时间，专项检查组对全区

所有从事月饼生产加工的企业和

从事月饼批发、销售业务的经营单

位，以及自制或委托加工月饼的大

型餐饮单位进行了抽查。

“主要检查进货的查验记录、

台账，生产环境的卫生、从业人员

健康、管理产品的标签等。”区市

场监管局古南所所长霍宇江介绍，

通过检查，要求生产方严把原料进

货关，严格做好车间、容器、设备、

包装材料及运输车辆的消毒工作，

并做好自查自纠。同时，一旦他们

发现有质量问题的月饼，将依法予

以查处。

据悉，截至目前，专项检查已

出动执法人员147人次，检查食品

经营单位72家，抽检月饼19批次，

未发现问题月饼。

“专项检查将一直持续至中秋

节结束。”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加强食品安

全监管，从生产、贮存、流通等领域

严格把关，切实保障节日期间的食

品消费安全。该负责人同时提醒

广大市民，购买月饼时，要注意月

饼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并索要和

保管好相关票据，一旦发现问题，

及时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

专项检查守护“团圆味道”

执法人员在綦江某超市检查

本报讯（记者 刘琦 石汉谋）

9月11日，区政协专家咨询委员会5

位区外专家受邀到区博物馆参观考

察，了解綦江历史文化发展轨迹。

“綦江龙化石复原后，体长约16

米，颈部较长，接近体长的一半，而

四肢相对较短……”古老的恐龙化

石、神秘的僚人文化、令人肃然起敬

的革命先驱……在区博物馆，专家

们一路走一路看，详细了解我区文

化保护传承、历史发展轨迹，体验綦

江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魅力，并

不时拍照留念。

参观后，专家们纷纷表示，綦江

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恐龙化

石、僚人文化令人叹为观止、革命先

驱令人心生敬仰。近年来，綦江在

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对本土文化

进行了传承和有效保护，令人欣

喜。作为区政协专家咨询委员会的

一员，愿为綦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出

谋划策，推动綦江发展。

据了解，区政协咨询委员会又

称“政协智库”，成立于2018年中秋

茶话会期间，目前共有区内外专家

70余名。政协专家咨询委员会既继

承了传统的议政建言“动口”的方

式，又探索了“动口”、“动手”有机结

合的履职新模式，受聘专家既出主

意、提建议，又直接参与课题调研、

提供专业咨询、助推地区发展，探索

了政协履职的新方式，拓展了政协

履职的新空间，有利于整体提升政

协履职水平。

观遗迹 仰先烈

区外专家参观考察区博物馆

本报讯（记者 张斌）第五届全

国民营企业合作大会将于9月19日

至20日在我区举办。9月11日，我

区专门召开会议，对此次大会对口

接待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区委副书

记赵如均、副区长刘芳敏出席会议。

赵如均指出，全国民营企业合

作大会是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主办

的全国性大会，是全国民营企业交

流合作的主要平台、推动区域经济

发展的重要载体。本次大会是我区

迄今为止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

大、影响最广的全国性会议活动。

全区上下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用

心、用情、用力做好大会各项工作。

各工作组要明确职责、细化举措、迅

速行动，在安排好、落实好下一步工

作的同时，对照要求查找前期工作

不足，力争把每项工作做细做实做

到位。要从时序上严把大会各个环

节，做到事无巨细、精益求精，确保

活动过程流畅、有序、顺利。对口接

待方面要按照“谁接待、谁负责、谁

落实”的原则，认真完善接待方案，

组建强有力工作专班，任务精确落

实到岗到人，采取“一竿子插到底”

的方式做好接待服务，切实“用担当

诠释忠诚、用落实体现责任、用方法

演绎作为”，以高质量的会务服务、

对口接待，确保大会圆满成功。

第五届全国民营企业合作大会对口接待工作安排部署动员会要求

把每项工作做细做实做到位
确保大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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