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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綦江赢来日用品经营部，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2MA5XED403F,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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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少先队活动课说课大赛（第二场复赛）在綦举行

我区3名选手入围决赛

“我申请脱贫!”
帮扶4年，贫困户龚光福过年不再愁

本报记者 吴长飞

脱 贫 攻 坚 进 行 时

“等这些稻谷晒好了，我又出去

打工，今年过个好年不用愁。”9月5

日，石角镇千秋村稳定脱贫户龚光福

一边收着稻谷，一边和妻子官允梅聊

着今年的收入。

走进龚光福家，洁白一新的墙壁

显得十分亮丽，客厅还有两个大沙

发，沙发之间则是彩色电视机，旁边

还有电冰箱……“该购置的都购置

了，差不多就是城里人的生活了。”龚

光福开心地说。

“由于经济条件得到了改善，龚

光福去年底正式稳定脱贫，摘下了贫

困户的帽子。”千秋村第一书记彭阳

介绍说，2018年12月，千秋村开展精

准识别“大排查”工作，严格按照“四

进”“七不进”“八步三公示一公告”的

识别流程，对全村贫困户27户79人

进行入户调查。

当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来到龚

光福家时，龚光福介绍完家庭情况

后，提出了一个申请：“彭书记，我的

腿伤好得差不多了，娃也没有读书

了，你看戴着贫困户的帽子也不是啥

光彩的事，要不我脱贫吧。”

原来，龚光福于2015年被识别为

贫困户。当时，龚光福右腿不幸摔伤

已有两年多时间，一直在家休养，没

有经济收入。两个孩子都还在读书，

房子也被识别为D级危房。

“党的政策好，评为贫困户后，享

受了5.5万元的危房改造补贴，两个

娃读书也有相关的政策保障。”官允

梅说，扶贫政策就像是雪中送炭，让

她们家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

4年时间过去了，龚光福腿伤恢

复良好，目前在巴南区一建筑工地务

工，一个月收入3000多元。两个孩子

也相继参加工作，就连官允梅，村里

也为她安排了公益性岗位，一个月有

1700多元的工资。

“该脱贫了就得脱贫，要凭自己

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官允梅说，

现在村里正在发展乡村旅游，只要自

己勤劳肯干，过上好日子不难。

经过龚光福的一番解释，驻村工

作队和村两委一致同意他稳定脱贫，

从此摘掉贫困户帽子。

“动态调整完善贫困户的退出和

纳入机制，能够更加精准地做好驻村

扶贫工作。”彭阳说，经过大排查，千

秋村稳定脱贫1户，新纳入建档立卡

贫困户3户，目前全村共有贫困户29

户86人，预计今年底实现全部脱贫。

本报讯（通讯员 段贵华）今

年以来，区行政服务中心充分发挥

自身职能和优势，采取有力措施，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农增收

致富。

据悉，为助力乡村振兴工作，

该中心建立了相应机构，整合涉农

单位服务窗口，明确各自职责，并

将此项工作与业务工作相结合，纳

入月评、年度考核内容，同部署、同

安排、同检查、同评比。

该中心工商登记、农业农村、

不动产登记等涉农服务窗口，主动

作为，通力合作，围绕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工作重点，大力支持发展

特色农业产业经营主体，大力培育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和家庭农场，支持创办农村电

商企业，支持在各类基地、农业产

业化园区创办农产品加工企业，支

持发展观光农业、农耕体验、休闲

农业、乡村旅游等新型产业。

工商登记窗口加快登记注册

便利化，创新“互联网＋商事登记”

模式，实现全流程网上办理，并探

索企业名称登记改革，允许企业自

主选择名称，进一步深化了“多证

合一”改革。

农业农村办证窗口推出了一

线工作法，进村入户开展送技术下

乡活动，先后为古南、文龙、石角、

赶水、永新等街镇20余户新发展的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开展“一对

一”指导服务，受到当地干部群众

的好评。

今年以来，工商登记、农村农

业服务窗口累计受理办结农村各

类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49户，

其中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社30户、家

庭农场19户。

区行政服务中心

升级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日前，在第 30 个“全国爱牙日”

期间，区中医院组织口腔科医生走进

文龙小学，通过播放动画片、开展口

腔健康检查等方式，向该校 460 名学

生普及正确的刷牙方式，引导学生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护口腔健康。

记者 向鸿升 摄

健康口腔
从娃抓起

本报讯（记者 周媛媛 实习

生 刘柳吟）9月17日，由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团市委等单位联合主

办的第十届重庆市“红领巾之声”优

质少先队活动课说课大赛（第二场

复赛）在沙溪小学学术报告厅举

行。我区3名选手入围决赛。

当天，来自涪陵区、长寿区、江

津区、南川区、綦江区、万盛经开区6

个区县的 29 名优秀少先队辅导员

同台竞技。

比赛现场，选手们进行了少先

队基础知识测试、少先队活动课案

例评比、少先队微队课大赛 3 个环

节的比拼。在微队课比赛环节，选

手们围绕“敬礼七十年·红领巾心向

党”这一主题，展示了了《你，很

“美”》《红领巾的献礼》《我们都是追

梦人》等主题微队课。

经过激烈角逐，9名少先队辅导

员获得一等奖并进入决赛。其中，

我区南州小学的杨春、彭瑶，营盘山

小学的张瑜3名少先队辅导员成功

入围。

共青团重庆市委党组成员、副

书记叶力娜，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钟远平出席颁奖典礼。

本报讯（记者 刘琦 石汉谋）

9月15日晚上10时，区消防救援支

队组织区内九龙中队、通惠中队、北

渡中队120余名消防员在河东市场

开展消防演练（如图）。

“经初步了解，起火位置为河东

市场 2 楼八方缘裤庄，灾害现场火

势 猛 烈 ，浓 烟 密 集 ，有 人 员 被

困......”接到警情后，总指挥员立即

做出灭火救援部署。消防队员们火

速赶往现场，或手持水枪灭火、或几

人一组携带救生担架、救生照明线、

他救面具、破拆工具进行现场搜救，

整个演练紧张有序开展。

区消防救援支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无预案消防演练的举办旨

在检验各中队的灭火救援能力以及

各中队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查漏

补缺，提升救援灭火能力。

消防演练强技能

（上接1版）解决“办事难”。该

区将建设项目行政审批精简至“四

个阶段”，累计取消建设项目审批13

项。逐步打通部门“信息孤岛”，严

格按照“三集中，三到位”要求，将涉

及建设项目审批的 14 个职能部门

全部进驻综合服务窗口。同时，实

行主协办制度，施行“限时办结，超

时默许”制度。

化解“创新难”。按照《綦江区

科技创新扶持办法》，对 45 个企业

114 个项目给予扶持补助资金 288

万元。今年，优选52家企业进行重

点培育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推行企

业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等。

解决“维权难”。今年 7 月，綦

江区设立区长民营企业专线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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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实效 健全保障机制

今年 1 月，綦江区召开集中走

访精准服务民营企业活动情况汇报

会议，对集中走访精准服务民营企

业活动进行专题研究，解决了一大

批民营企业反映的实际问题，受到

企业普遍欢迎。

今年 5 月，綦江区成立了民营

经济发展促进委员会，加强对优化

营商环境、发展民营经济的组织领

导和工作协调。

近两年来，该区各部门通过加

强组织推动、培育市场主体、完善政

策落地机制、强化统计监督考核等

方面工作，进一步健全了保障机

制。该区以创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为契机，大力培育科技创新

型企业。2018年培育“专精特新”企

业3个，获得市级补助资金75万元；

支持企业改制上市，区级财政累计

上市奖励 270 万元，争取市级奖励

100万元。

同时，綦江区纪委监委以整治

干部作风问题专项行动为抓手，坚

决整治党员干部服务民营企业发展

中的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乱作

为以及吃拿卡要等问题。

不仅如此，今年起，綦江区统计

局将根据市统计局反馈结果，对民

营经济发展情况作分析通报，一年

通报一次。民营经济发展指标完成

情况和优化营商环境情况已纳入区

内各级领导班子实绩考核。区委组

织部还将相关评议要素常态纳入每

季度组织的民意调查中，并通报调

查结果。

据9月18日《重庆日报》

綦江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龚光福查看稻谷龚光福查看稻谷

记者 吴长飞 摄记者 吴长飞 摄

“有困难，找我们园区管委会！”
保姆式服务解决航墙铝业后顾之忧

本报记者 张学成

航墙铝业生产车间 记者 张学成 摄航墙铝业生产车间 记者 张学成 摄

重庆航墙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位于綦江工业园区 A 区。自 2012

年入驻园区以来，公司发展迅速，

产品远销美国及东南亚地区。9月

17日，记者走进重庆航墙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看见生产车间一片繁

忙，几辆外地货车正停在厂里等待

装货。

“这几年来，我们公司发展得

很快，新建了厂房，扩大了生产规

模。”重庆航墙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蔺勇说，公司的发展离不开

工业园区管委会和各级政府职能

部门的关心帮助，正是因为职能部

门保姆式的一站式服务，才为企业

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老家在湖南省衡阳市的丁康，

是重庆航墙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一名高管。“我是6年前来公司工作

的，一直想把老婆儿子也接到綦江

来一起生活。”丁康说，因为儿子户

口是湖南的，他担心儿子到綦江后

无法顺利上学。这件心事让丁康

纠结了整整一年。一个偶然的机

会，丁康把自己的苦恼说了出来。

出人意料的是，丁康的烦恼一说出

来，工业园区管委会就立马出面帮

助协调。今年9月，丁康10岁的儿

子顺利到园区附近的小学就读。

丁康说：“这么顺利就上了学，我还

真是没有想到。”

“孩子上学、员工住宿都是企

业面临的必须解决的困难，更是企

业能否留住员工的关键，而这些问

题恰好是他创业之初没有想到

的。不过有困难找园区，这是我到

綦江工业园区办企业这6年来养成

的习惯，也有了一定的依赖性。”蔺

勇说：“这些年来，园区管委会成了

我的娘家人，为我解决了企业发展

的后顾之忧。”

“园区管委会帮助我们解决了

员工的住宿、孩子上学等实际问

题，解决了员工的后顾之忧，稳定

了员工队伍，就是支持企业发展。”

蔺勇说，政府的支持是公司在同行

业发展竞争中，始终处于强劲势

头、立于不败之地的有力保障。

据悉，重庆航墙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认定

企业，已成功申请10多项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技术。公司生产的建筑

铝幕墙、建筑新型装饰材料远销美

国、马来西亚、柬埔寨、肯尼亚等。

“以诚信为魂，感恩客户，才能

对得起别人的信任。”诚信之举为

航墙铝业赢来了越来越多的客

户。目前，长期与航墙铝业建立合

作关系的客户有30家，平均每天有

上百家客户与公司联系，一年订单

达1.5亿元。

“有了政府部门的支持，有了

园区管委会保姆式的服务，我们公

司更有信心，加强技术创新，进一

步做大做强产业。我们的计划是

在5年之内，使公司年经营产值达

到5个亿,利税达到1500至2000万

元。”蔺勇满怀信心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