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5日，新盛镇卫生院志愿者来到该镇石桥村幸福院，免费为该院

13位老人体检，并向老人们宣传讲解了一些自我保健和疾病预防知识。体

检结束后，志愿者还分组为老人打扫房间，整理衣物。

记者 杨子路 摄

体检送健康 服务暖人心

古南街道文昌宫社区：

“三张清单”将主题教育开展到群众心尖上
本报记者 吴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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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机关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开班

收集群众意见需求、整合相关

部门资源、形成专项落实项目，用好

用活“需求、资源、项目”三张清单，

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以

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取

信于民，这是古南街道文昌宫社区

开展主题教育的思路。

“以前这里都是占道乱停的私

家车，走起路来又费力又危险，现在

社区整修了人行道，安装了防撞栏

杆。”10月15日，走在整治后的人行

道上，社区居民吴登全笑着说，“走

的路通了，心里的路也就通了。”

文昌宫社区由原来的东门居、

文昌宫居和南门居整合而成。随着

城市发展，文昌宫社区的基础配套

设施逐渐落后：车道狭窄、停车场

少、道路损毁、违章搭建越来越多

……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文昌宫社区通过党员

干部走家入户、召开院坝会和居民

代表大会、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

收集民意，发现群众反映得最多的

是街巷环境脏乱差、道路绿化不足、

人行道损毁严重等问题。

“为民服务解难题，‘三张清单’

发挥了大作用。”文昌宫社区党委书

记龚相朝说，2018年以来，该社区探

索建立完善辖区单位、街道、社区三

级联动机制，构建了区域统筹、条块

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城市基

层党建工作新方法。

“我们收集的问题较多，仅凭社

区力量难以全部解决。”龚相朝介绍，

文昌宫社区辖区有綦江区委、区政

府、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机关、企事

业单位18家，这些单位对照需求清

单、资源清单，结合自身资源优势进

行双向认领、双向服务，打通为民服

务的“最后一公里”。

9月21日，文昌宫社区组织召开

居民代表大会，将群众反映集中的

占道停车问题进行梳理，经多方沟

通协调后，这一需求清单由区城市

管理局认领，并明确了共建项目、责

任人、完成时限等内容。

目前，该社区南门路中山路小

学背后的 500 米长道路防撞栏杆已

全部安装完成，人行道路也进行了

透水砖改造；南门菜市口影视会议

中心支路 700 米长道路正在进行整

修；新划设路边停车位 80 个……如

今的文昌宫社区，大街小巷随处可

见新气象。

通过“三张清单”，区规划和自

然规资局、人防办结合自身资源参

与改造水井沟院坝、凉亭，缓解了老

旧小区休闲娱乐设施匮乏的问题；

区规划和自然规资局针对后山坡道

路年久失修，无栏杆、边坡存在安全

隐患等问题，已认领为项目清单并

改造完成……

“我们将继续以主题教育为抓

手，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城市品质

提升需求，高效推进中山路主干道、

人行道增设花箱，尽早完成中山路

部分路段污水管道长期堵塞、滨江

路部分雨棚严重损坏的整修治理等

项目，不断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感、

获得感和安全感。”龚相朝说。

本 报 讯（记 者 谢 天

骄 实习生 刘柳吟）10月

16日，全区第三届中小学教

师美术作品展开幕，200 多

件中小学教师作品参展。

开幕式前全体美术教

师进行了现场作画。教师

们淋漓尽致地表达心中多

彩而梦幻的美术世界。干

湿点染中包容了天地万物

的色彩，一勾一画里蕴含着

绵绵无尽的情思，浓墨淡彩

间展示着人民教师的风采。

本届展览以“光辉的历

程”为主题，由区教委、区文

联主办，展览征稿自 9 月启

动以来，共收到来自全区

100 多所中小学 200 余名美

术书法教师创作的各类作

品 300 余件，其中包括中国

画、油画、版画、水彩、雕塑

与工艺设计、书法等不同形

式的艺术作品。经过专家

评选，共选出 200 余件作品

参展。此次参展作品具有

浓郁的艺术感染力，较好地

体现了我区中小学美术书

法教师艺术创作水平。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

至10月20日，有兴趣的市民

可前往綦江东站观展。

爱粮节粮
从我做起

10月16日是第39个世界粮食

日。日前，我区在红星国际广场举

行第 39 个“世界粮食日·全国粮食

安全宣传周”宣传活动，通过宣传展

板、发放宣传手册、宣传贴和宣传手

提袋等形式，向市民介绍世界粮食

日的主题和由来，以及我国的粮食

安全成就、如何健康饮食、科学消费

粮食等知识，增强市民爱粮节粮意

识。

通讯员 叶晓群 胡平 摄

第三届中小学教师美术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通讯员 周智慧）日前，綦江90后作家张

雨荷的首部儿童长篇小说《火车道旁的小屋》由北京

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部现实主义的儿童文学作品，以老川黔铁路牛

舌口为背景，用白描的手法，朴素的语言，讲述两个不

同年龄的乡村孩子，因为同样的画家梦想成为朋友，

并为实现梦想而努力的故事。小说主题鲜明，故事情

节跌宕起伏，文笔优美，情真意切，充满童真童趣，从

儿童的视角向读者展现了一幅乡村美景图。

据悉，该小说今年1至6月在《中国少年报》上连

载即获得无数好评。作者张雨荷是近年来涌现的儿

童文学创作新秀，毕业于重庆长江师范学院，先后从

事西部志愿者和大学生村官工作，现在我区东溪镇工

作。她的农村工作经历，让这部关注农村孩子的现实

主义儿童小说更加具有生活的真实感。

愿每个孩子都能实现梦想
綦江90后作家张雨荷儿童

小说《火车道旁的小屋》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刘琦 石汉谋）

10 月 15 日，由区委组织部、区直机

关工委举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书记

培训班开班。区委常委、组织部长

关衷效出席开班仪式并为参会学员

上专题党课，区直机关各基层党组

织书记140余人参加培训。

开班仪式上，关衷效围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结合自身工

作经历，全面阐释了在机关基层党

组织中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

深入分析了初心和使命的深刻内

涵。

关衷效指出，区直机关基层党

组织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思想认

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

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开展主题教

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学习

教育、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全过

程；要力戒形式主义，丰富形式，切

实提高机关党员干部参与的积极

性，同时要开门搞教育，主动接受党

员群众监督；要以本次主题教育为

契机，发扬钉钉子精神，聚焦问题抓

落实，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

力、战斗力，始终以抓落实的实际成

果来检验主题教育的实效。

据悉，本次专题培训为期两天，

重点培训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关于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部署要求。

本报讯（通讯员 段超）日前，

区市场监管局、区公安局、区教委、

区农业农村委 4 部门联合下发《关

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开展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

动的通知》，决定从即日起至 11 月

20日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整治食

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

此次联合行动，我区建立了整

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组织协调

机制，下设综合协调组、新闻宣传

组、案件查办组、保健食品整治组、

校园食品安全整治组、农产品质量

安全整治组 6 个专项工作组，紧紧

围绕群众关心的操心事、烦心事、揪

心事，聚焦食品生产经营环节、保健

食品行业、学校（含幼儿园）食品安

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坚持问题导向

和开门整治，解决一批重点突出问

题，取缔一批非法经营主体，销毁一

批假冒伪劣产品，严惩一批违法犯

罪分子，曝光一批典型违法案件，建

立一批长效工作机制，全面展示联

合行动取得的成效和效果，引导社

会各界广泛参与，扩大群众知晓率，

增强群众满意度。

四部门联合行动

重拳整治食品安全问题

本报讯（通讯员 张庆）日前，

第二届重庆市青少年STEAM科创

大赛闭幕式在重庆邮电大学举行。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层层筛选，綦

江中学高 2020 级学生刘黔渝以中

学组第一名的成绩荣获智能硬件单

元一等奖，辅导教师黄强获得“十佳

科技辅导员”。

STEAM，即为科学、技术、工

程、艺术、数学的英文首字母，是多

学科融合的一种综合教育。本届大

赛主题为“智造不凡”，设置智能硬

件、创意编程、科幻文学、教学案例4

个单元。旨在激发学生科技创新潜

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动手实践

能力和团队精神，提高科学素质，力

求通过比赛选拔出一批具有应用特

色的项目和具有创新思维和强动手

能力的高素质选手。

据悉，本届大赛由市科协、市科

技局、团市委、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

理局、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

究院共同主办，吸引了来自全市33

个区县 425 所学校的 10302 名师生

参赛，共评出51个一等奖、119个二

等奖、165个三等奖。

第二届重庆市青少年STEAM科创大赛闭幕

綦中学子斩获一等奖

10月15日，民盟綦江区委文化党支部组织盟员到

红岩革命纪念馆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近期，民盟綦江区

委通过组织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先进典

型教育等活动，引导广大盟员把初心写在行动上、把使

命落在岗位上，为綦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通讯员 张静

近日，古南街道北渡社区党总支联合北渡学校党支

部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向辖区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知

识，提高其垃圾分类意识，为社区推广实施垃圾分类打

下良好基础。 通讯员 陈甜

社区干部征求居民意见

市民参观第三届中小学教师美术作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