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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綦江区打通镇大罗村 6 社刘尧发房产证遗失，身份证号码

5102231954082477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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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档志愿者 敬老院里过中秋
本报记者 邓大伟

日前，古南街道双桥社区的志

愿者们特地来到古南街道中心敬

老院，陪老人们一起过中秋节。

一大早，志愿者们在敬老院的

空地上摆放了凳子，拿出准备好的

剪子、剃刀等工具，给老人们剪发、

剃须、洗头。大家有说有笑，老人

们很是开心。

“给老人们刮下胡子，剪个头

发，让他们开开心心、团团圆圆地

过节。”看到老人们开心，志愿者王

强也跟着笑起来。

剪完头发，差不多到了饭点

儿，志愿者们把特地准备的月饼送

到老人们手中。

“月饼好吃，跟大家一起过节，

高兴。”“很满意，他们经常来，送爱

心也做得用心。志愿者的贴心周

到，让敬老院的老人们倍感温暖。

社区的志愿者们每个月都会

来敬老院给老人们剃须理发、陪老

人们聊天，而刘强和怀有身孕的妻

子王中春则是这支志愿者队伍的

固定成员，几乎每个月都会一起来

敬老院看望老人。

“我是开理发店的，也算是有

一技之长，能够帮助大家，我也很

高兴，而且我爱人也很支持我，来

这里和这些老人家聊下天、吹下

牛，感觉很放松。”刘强说。

王中春的预产期就在下个月，

但当天她还是跟着丈夫来到了这

里。

“前两个月怀孕反应比较大没

来，他们都特别关心我，毕竟跟这

些老人有感情了，就当自己的亲人

一样。”王中春说。

两年多的时间，每个月来一次

敬老院成了夫妻俩的习惯，每个月

见他们一面也成了老人们的习惯。

“既然做了志愿服务，好事就

要做到底。”王中春说。王强也在

一旁附和道，“我觉得志愿服务是

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只要我还干得

动，我会一直干下去。希望我身边

的朋友也踊跃地参与进来。”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区人大机关党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第一次集中学习研讨会召开
王前元主持

本报讯（实习生 刘柳吟 杨荐

麟）眼下正是花生成熟的季节。近

日，在东溪镇草坪村茶叶示范基地

内，村民趁着晴好天气，忙着抢收花

生。

采收花生为何要在茶叶基地？

“2018年，我们村引进种植了125亩茶

树，茶树生长期慢三年才能见效，为

了充分利用好土地的附加值，在经过

多方请教及专家指导后，我们确定并

实施了在茶叶地里套种花生的方

案。”面对记者的疑惑，草坪村第一书

记王明浪解释道。

王明浪介绍，村上采取“公司+农

户”的模式，成立了创扬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与村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带动村民增

收。

今年花生开始采摘以来，该村45

岁的贫困户黄光芬一直在基地打零

工。“基地建立后，以前撂荒的土地被

重新利用起来，每年还能拿到200元

的保本分红。现在在公司打工，两个

月就挣了4000元。”说到这里，黄光芬

脸上不由地露出了微笑。

“今年雨水充足，花生丰收，每亩

产量达300斤，按市场价12元每斤收

购，每亩收入3000元以上。”草坪村党

总支书记欧强介绍，草坪村水土适合

种植花生，所产的花生果仁饱满、香

味浓郁，备受市场青睐。

据了解，今年草坪村生花生产量

1.5万斤，产值超10万元，有效带动村

民增收，包括 10 余户贫困户从中受

益，小小花生已名副其实成为该村脱

贫致富的“金豆豆”。

小花生成脱贫致富“金豆豆”

脱 贫 攻 坚 进 行 时

本 报 讯（记 者 成 蓉 谢 天

骄 实习生 刘柳吟）“我们蒙古族

热情好客，马奶酒是接应上宾的必

备。”“我们土家族要过女儿节，那是

一个相亲的节日。”9月10日，古南街

道綦齿社区举办少数民族代表中秋

联谊会，来自该社区的少数民族代

表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吟诗猜谜，

畅所欲言、共庆佳节。

据了解，綦齿社区共有少数民族

44 人，其中包括蒙古族、土家族、苗

族、满族、彝族等7个少数民族。为了

让少数民族居民更好地融入社区生

活，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每年綦齿社区会邀请少数民族代表

参加社区举办的重要节日庆祝活动，

重大节日社区还会对少数民族困难

家庭进行走访慰问。同时，该社区还

创建了少数民族维权服务站，切实维

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

“今天这个活动，让我们少数民

族之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增进

了社区居民间的感情，以后我们将

更加团结努力，为建设美好家园贡

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社区居民许

红梅说。

民族团结一家亲
中秋联谊欢乐多

今天是中秋节。日前，打通镇凤台庄社区组织辖区居民开展“打糍粑·迎中

秋”活动，邻里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节日。活动结束后，大家还将糍粑送到了

不能参加活动的社区低保人员、三留守人员、重度精神障碍患者和困难老党员等

困难党员群众手中，让他们也感受党和政府的关爱以及社区的温暖。

记者 吴明鸽 摄
打糍粑庆中秋打糍粑庆中秋

本 报 讯（记 者 成 蓉 张 斌

实习生 刘柳吟）9月12日，区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前元主持

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区人大机

关党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第一次集中学习研讨会。

据了解，区人大常委会将集中利

用9月12日至9月20日6天时间，举

办人大机关处级以上领导班子主题

教育研讨读书班，深入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初心和使命是融入中国共产

党人血液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是

刻进中国人脑海里的精神、毅力和

勇气……”第一次集中学习研讨会

上，参会人员或从优秀党员身上解

读精神密码，或在重看入党申请、重

温入党誓词的实际行动中坚定理想

信念，大家对照初心使命，结合工作

实际，谈认识、说看法、讲打算，并纷

纷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推进工作落实。

会议要求，要认认真真“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精研细读、学

深悟透，扎实推进主题教育起好步、

开好头；要紧扣研讨主题，交流自身

的所学、所思、所想、所感和所悟，真

正做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

受洗礼；要把解决问题作为学习的

出发点，积极主动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寻找解决

问题的方法，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坚持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

合，切实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

里走，确保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要求贯彻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

面、全过程。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德明、

吴大林、刘红兵出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 成蓉 张斌）9

月12日，区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

四十二次主任会议。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王前元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区政务服务办公室

工作汇报。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

高认识，坚定信心，最大限度优化营

商环境，最大程度满足广大人民群

众的需求；要牵头构架全区政务服

务大格局，进一步建立完善机制，促

进各部门、各街镇协调联动，提升全

区政务服务工作整体水平；要以群

众需求倒逼“放管服”改革，充分运

用大数据技术作支撑，切实提高行

政审批效能。

会议听取了区供销合作社工作

汇报。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摸清家

底，多措并举，广开思路，更好发挥

资源资产最大收益；要牢牢抓住渝

黔合作机遇，大胆探索、创新形式，

进一步做大做强农民合作社，为全

市“三社”融合工作提供綦江样板；

要狠抓基层体系建设，做优做实基

层供销社、规范发展农民合作社、广

泛开展社会化服务，依托市供销“村

村旺”电商服务平台，切实提升助农

扶贫成效。

会议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会

议还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

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变动事项的汇

报，听取了相关专工委调研区第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第二十

七次会议相关议题的情况汇报；确

定了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

次、第二十七次会议的相关事项。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德明、

吴大林、刘红兵出席会议。

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二次主任会议召开

王前元主持

本 报 讯（记 者 成 蓉 赵 跃

实习生 刘柳吟）千里明月寄相思，

又是一年团圆时。9 月 11 日，区政

协举行以“致敬七十年·奋进新时

代”为主题的 2019 年中秋茶话会，

共庆佳节，共叙友情，共话发展。区

政协主席母明江、区委副书记赵如

均出席会议。

应邀参加中秋茶话会的有北京

邮电大学教授王立新，著名音乐人、

北京乐之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柯肇雷，国家一级导演、主任播音

员、醇色电台及艺术团创始人、四川

外国语大学教授王倪，四川旅游学

校美食学院副院长刘国兵等 10 名

区政协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会上，母明江、赵如均为柯肇

雷、王倪、刘国兵3名区政协专家咨

询委员会研究员颁发了聘书。

70年来，綦江政协始终高举爱

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

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紧紧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綦江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会议指出，全区广大政协委员、

政协工作者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各人民团体、社会各界人士，要继续

保持和发扬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

广泛的优势，致力建言献策、致力增

进团结、致力协调联系、致力加强自

身建设，努力为綦江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做出新的更大

贡献。

会后，与会人员一同观看了精

彩的诗歌朗诵会。

区领导钟远平、雷德环、褚洪

春 、牟伟、刘林、李北川、周宗容参

加会议。

区政协举行2019年中秋茶话会
母明江出席

花生丰收 ，村民笑开颜 实习生 刘柳吟 摄

载歌载舞庆中秋 记者 成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