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李凤林）今年

以来，区纪委监委做实做细监督职

责，切实发挥派驻机构“探头”“前哨”

作用，着力在日常监督、长期监督上

探索创新、实现突破。截至目前，共

查处“四风”问题17件，处理24人。

全区13个派驻纪检监察组切实

加强对被监督单位“三重一大”事项

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检查，先后参

加被监督单位“三重一大”事项会议

156次，对被监督单位集体决策情况

进行全程监督，及时发现权力运行和

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

29件次，对存在的项目建设程序不

合规、资金使用手续不完善等问题，

及时予以制止、纠正。

派驻机构坚持聚焦“四风”问题，

狠抓作风建设，在各个重要时间节点

实行不定期开展明察暗访10次，持

续加大对被监督单位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情况的监督执纪问责力度，

共查处公款吃喝、公务用车、收送礼

品礼金、婚丧嫁娶、发放津贴补贴和

福利等突出问题17件，处理24人，其

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7人。

同时，各派驻机构强化“抓早抓

小”，深入开展廉政谈话和家访活

动。派驻机构分别对64个被监督单

位的704名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及重

要岗位负责人开展谈心谈话，家访

523户，通过早告诫、早提醒，拧紧思

想上的“安全阀”，勒紧纪律上的“紧

箍咒”，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及时“拉警报”，防止由小错酿成大

错，由违纪演变成违法情况的发生。

明察暗访刹“四风”
今年以来查处“四风”问题17件处理24人

党的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李凤林）今年

以来，郭扶镇党委切实履行党风廉

设建设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多

维度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

该镇认真落实监督执纪“四种

形态”，约谈机关中层干部和村（社

区）干部350人次，立案查处违反党

纪案件3件，给予党纪处分两人。

同时，将17项党风廉政建设及

反腐败主体责任细化分解至班子成

员和各办、站、所、中心，严格执行村

（社区）干部廉政承诺书、享受惠民

政策“十公开”等制度。共与各村

（社区）党组织及五职干部签订党风

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22份、廉政承

诺书 110 份，实现了主体责任清单

定主角。

此外，开展“以案四说”警示教

育16场次，及时通报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的典型案件 25 起，组织村（社

区）监察监督员教育培训两次，在重

要节点向党员干部发送廉洁过节提

醒短信 950 余人次，节假日期间明

察暗访 5 次，做到常态教育警示促

廉政。

郭扶镇

全面从严治党不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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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临蝶）近

日，区司法局组织工作人员来到横

山农贸市场开展“法润乡村”赶集法

治宣传活动。据悉，开展此项活动，

旨在进一步提高法治宣传教育的社

会影响力、公众参与度和工作实效

性。

在活动现场，退休人员头戴法

治宣传帽，耐心接待前来咨询的群

众，解答他们的法律诉求，发放宣传

资料。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1100

余份，发放法治购物袋500个，接受

的法律咨询包括婚姻家庭、老年人

权益保障、土地承包流转、土地征收

征用等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法

律问题。

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常态开展“法律八进”活动基础上，

“千万市民学法律——法润乡村”活

动将着力解决普及村民法律常识，

引导他们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的公民。

据统计，本次活动中共有17人

的法律诉求得到帮助和解决。

“法润乡村”普法宣传来赶集
17人的法律难题得到解决

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1.綦江区微咖咖啡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遗失，社会信用代码

5102231961****0022，声明作废。

走新路 钻研蜂王培育

目前，在綦江区市场上，正宗的

土蜂蜜每斤可卖120至150元，一桶

蜂能够产10斤蜂蜜，就有1000多元

的收入，利润非常可观。

而白峰村，常年植被丰富，群山

郁郁葱葱，野花遍地，其中中蜂喜欢

的五倍子树也是随处可见，是每个

养蜂人都夸赞的养蜂宝地。

要讲“春暖花开种蜂场”的创业

故事，还得从它的法人代表、30岁的

王春银说起。在“春暖花开种蜂场”

的9名股东中，有养蜂20多年、经验

丰富的老蜂农，也有刚踏入社会的

90后毛头小伙，还有准备大干一番

事业的返乡创业者。他们虽然身份

迥异，可是都同样看准了养蜂的“钱

景”。

王春银说，他从小就看着父亲

养蜂，对养蜂再熟悉不过了。他知

道，普通蜂农依靠的都是传统的养

蜂技术，让蜂群自然繁殖、分桶。可

是由于蜂王产生的几率低，蜂群在

大多数情况下不太容易壮大起来。

其实，根据王春银的经验和了

解，蜂王应该至少一年换一次才能

保持蜂群正常健康的繁衍。因为工

蜂采蜜长期处于劳累状态，所以寿

命都较短，最短的仅能存活一个月

左右。如果再遇到蜂王年龄大了，

繁殖能力就会越来越弱，不但不能

及时大量繁殖工蜂，蜜蜂也会越养

越少，蜂蜜产量自然就会每况愈下。

王春银明白，蜂王是制约蜂群

发展的瓶颈，所以比起养蜂更赚钱

的办法，就是培育蜂群中的蜂王。

如果能成功攻克培育蜂王的技术，

那么卖蜜蜂要比卖蜂蜜更加划算。

说干就干，王春银立马找到了

另外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他们都

懂得培育蜂王的不容易，但都看好

繁殖中蜂的前景，便决定在入股、集

体开种蜂场的同时，也更加细心照

顾好自己的小蜜蜂场，以备新场的

不时之需。

2017年3月，9个志同道合的蜂

农筹集了20万元，很快在白峰村建

起了一个标准化的蜂场。他们统一

了蜂箱、盖板、防蚁支架的规格，还

在蜂场安装了监控系统，以方便所

有人24小时随时监控。

学技术 总结经验细观察

在9个股东的齐心协力下，蜂场

很快就建好了。150箱中蜂顺利入

驻蜂场后，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

是学手艺，尤其是要学习培育蜂王

的核心技术。

一次偶然间听说江津区有位蜂

农能够培育蜂王后，9个股东商量决

定派最年轻的两个股东到江津去学

习。因为他们觉得，年轻人头脑转

得快，不用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研

究，场子也能快速进入良性运营状

态。

一个月后，30岁的王春银和23

岁的张小平提着礼物相约到江津区

拜师学艺。幸运的是，那位蜂农也

相当爽快，很快就答应了他们的请

求，给他们现场演示蜂王的养育方

法。

在学习过程中，王春银二人了

解到，工蜂和蜂王都是雌性蜜蜂，不

过蜂王比工蜂多喝了3天的蜂王浆，

蜂王有生殖能力，而工蜂却没有发

育完全，不具备生殖能力。另外，培

育蜂王首先需要人工制作王台，其

要求是比蜂群自然产卵台基要大一

点，然后用移虫针把性状优良蜂群

中的幼虫移入到人工王台。更换好

一个较大的巢房后，幼虫能多喝3天

蜂王浆，就能发育完全，成为蜂王。

不久，江津区的这位蜂农师傅

又到綦江区上门指导。这次是王春

银、张小平自己动手，师傅在旁指

点。他们培育了12只蜂王，但只存

活下来5只。虽然成活率偏低，可多

少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王春银、张小平不急不躁，一直

在仔细观察和总结经验。不到1个

月的时间，他们培育的蜂王成活率

明显比之前提高不少。如今，“春暖

花开种蜂场”培育的蜂王成功率已

接近百分之百。而这个比例，比他

们的蜂农师傅还高。

随后，王春银、张小平又到外地

买来中蜂，用外地蜂群幼虫育王，再

选出自己的雄蜂交配，以达到杂交

的目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蜂

群能够保持良好的遗传性状，维持

蜂群强大的群势，达到保持工蜂采

集能力和蜂群抗病能力强的效果。

由于熟练掌握了蜂王培育技

术，所以蜜蜂繁殖比以前快多了。

如今，上门预订蜜蜂的顾客，不到1

个月就能收到货源。

回成本 继续扩大育蜜蜂

卖蜜蜂是以蜂脾计价，綦江区

市场价每脾蜜蜂是100元左右。9个

人根据客户需要，将一只蜂王搭配2

至5脾蜂形式出售。

第一年，“春暖花开种蜂场”培

育的中蜂除了在区内销售，还卖往

南川区、贵州省等其他区域，共卖了

1000多脾蜜蜂。仅此一项，蜂场就

入账10万余元。之后，蜂场又提取

了 1000 余斤蜂蜜，又收入 10 余万

元。当年刚开场，半年时间，他们就

将20万元的成本收了回来，并且还

赚了万余元。

此外，由于他们的蜜蜂采的是

五倍子花，蜂蜜的味道香甜可口，在

市场上也很畅销。目前，该蜂场的

固定顾客已达几百人。

既卖蜜蜂，又卖蜂蜜，早早找回

前年年初投入本钱的9个人，未来计

划继续扩大蜂场的规模，提升蜜蜂

的数量和质量，专心研究蜂王的培

育技术，将蜂场做大做强。

文\滕飞飞

据《重庆商报》

9人组团共打
凭啥半年收入20余万

“蜂王战”

在綦江区在綦江区，，有这样有这样99个人个人：：他们既是村民他们既是村民，，又是蜂场主又是蜂场主，，并且都深知蜂蜜群中蜂王的重要性及养育难并且都深知蜂蜜群中蜂王的重要性及养育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们相约一他们相约一

边经营自己的蜂场边经营自己的蜂场，，养育自己的蜜蜂养育自己的蜜蜂，，一边组团发展一边组团发展，，在该区中峰镇白峰村共同新建了在该区中峰镇白峰村共同新建了““春暖花开种蜂场春暖花开种蜂场””，，全力培育蜂王全力培育蜂王，，并强化繁殖蜂群并强化繁殖蜂群。。

功夫不负有心人功夫不负有心人，，““春暖花开种蜂场春暖花开种蜂场””经营仅半年时间经营仅半年时间，，就靠卖蜜蜂和蜂蜜收入就靠卖蜜蜂和蜂蜜收入2020多万元多万元。。而谁能想到而谁能想到，，这个种蜂场起初的蜂王存活率这个种蜂场起初的蜂王存活率

还不到还不到5050%%，，更别提出售蜂王赚钱了更别提出售蜂王赚钱了。。那他们到底是靠什么秘诀打赢了这场翻身仗呢那他们到底是靠什么秘诀打赢了这场翻身仗呢？？来看看吧来看看吧。。

本报讯（通讯员 高师南）9月

17日，全市AAA级和谐劳动关系企

业评定和复核工作结束。我区的重

庆市荆江汽车半轴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航墙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海塑建材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荣获

“AAA级和谐劳动关系企业”称号。

同时，我区的重庆市渝綦水务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重庆新华传媒

有限公司綦江新华书店等两家企业

通过市复核，继续保持“AAA 级和

谐劳动关系企业”称号。

区人力社保局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我区大力开展和谐劳动关系

企业创建工作，截至目前，已有5家

企业荣获“AAA级和谐劳动关系企

业”称号，6家企业荣获“AA级和谐

劳动关系企业”称号，20家企业荣获

“A级和谐劳动关系企业”称号。这

31家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充分发挥了

引领示范作用，为推动我区劳动关

系的和谐做出了积极贡献。

AAA级和谐劳动关系企业添新军
全区增至5家

本报讯（记者 刘琦 赵竹

萱）9 月 19 日下午，第五届全国

民营企业合作大会企业合作洽

谈会在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

近百名民营企业家欢聚一堂，合

作洽谈，共谋发展。

“苹果除了可以做成苹果

汁、苹果醋，还可以加工成冻干，

减少损耗。”“这个建议不错，

开拓了我们的思路，提供了新的

发展方向”……洽谈会现场，来

自房地产、旅游、汽车、医疗、石

油、食品等行业的企业家两两对

坐、互换名片、交流沟通、合影留

念，气氛热烈。

谈及綦江，企业家们纷纷竖

起大拇指。他们认为，綦江不仅

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雄厚，

而且人才储备充足、营商环境优

越，是一个投资兴业的好地方。

据悉，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创

新，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近年来，

我区民营经济呈现出“积少成

多、由小到大、从弱变强”的局

面。数据显示，去年我区民营经

济增加值达244.25亿元，占全区

GDP比重的58.9%，实实在在地

撑 起 了 綦 江 经 济 的“ 半 壁 江

山”。今年 1 至 7 月我区新设立

的各类市场主体 3933 户，比去

年同期增长7.4个百分点。

交流洽谈 寻求合作 共谋发展
全国民营企业合作大会企业合作洽谈会在綦召开

（上接 1 版）潘毅琴说，唯有开

放合作，才能赢得未来。第五届全

国民营企业合作大会来到綦江，再

次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新思

路、寻找新途径，促进民营经济更

好地承担新使命、实现新发展。希

望大家通过大会平台，分享真知灼

见，开展广泛交流，寻觅合作良机，

拓展发展空间，凝心聚力打造一场

民营企业合作共赢的盛会。

王铁汉表示，本次大会以“创

新激发活力，合作共赢未来”为主

题，契合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创新引领发展的重要

讲话精神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需

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创新

和民营经济发展，强调民营经济是

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

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

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

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中国个协要

准确把握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任

务，创新思路，主动作为，充分发挥

个私协会政治性、服务性、特殊性

的属性定位和功能作用，贯彻落实

总书记贺信精神，扎实履行推进非

公党建、促进就业创业、维护市场

秩序、引导诚信经营等特殊职能，

服务民营经济发展。

钟攸平宣布本届合作大会开

幕。

据了解，全国民营企业合作大

会自 2015 年起已经连续成功举办

四届，成为全国民营企业家交流合

作的重要平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的有力载体、了解掌握民营经济政

策的重要渠道。大会集投资、贸

易、技术、服务、信息和知识产权等

多项交流合作于一体，在提升服务

民营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民营企业

创业创新能力、推进区域经济发展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嘉宾还

一同参观了展览展示区。

第五届全国民营企业合作大会在綦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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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热情交流 记者 刘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