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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龙广场周边占道经营较多，

影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这几天要

行动起来哦。”近日，接到居民反映

问题后，刘小林召集30多名党员志

愿服务者一起，准备在各个路段进

行文明劝导。

今年 39 岁的刘小林，是綦江区

文龙街道双龙社区的党总支书记。

2013年8月，包含新型小区和单体楼

栋的双龙社区正式成立，户籍居民

4300余人，但常住人口达15700人。

“刚成立不久的双龙社区外来

人口多、困难群体多、矛盾纠纷多。”

刘小林说，刚开始开展工作时，许多

居民对社区干部缺乏信任。如何让

社区干部与居民的心连在一起，共

同创造和谐幸福的社区生活，成了

摆在刘小林面前的一道难题。

经过一番走访发现，有一个小

区因开发商遗留了许多问题，小区

业主认为社区干部不作为，不配合

社区干部开展工作，干群矛盾较为

突出。

小区消防通道设置不合理、地

下停车库存在安全隐患、小区绿化

不达标……2018年1月，刘小林带着

几名社区干部，搬来几条板凳坐在

该小区大门口现场办公。听说社区

干部前来办公，许多业主纷纷前来

排着队反映问题。

业主一言一语地说，刘小林一

词一句地记，将业主们反映的问题

做好记录后，社区干部分头行动，积

极协调解决这些问题。从这以后，

社区干部每周要来该小区现场办公

两次，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真心付出，

该小区居民纷纷竖起了大拇指，“刘

书记靠得住、敢担当。”

“社区干部的初心就是为居民

服务，让居民生活在一个充满幸福

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的和谐环境

里。”刘小林说，为了打造和美社区，

双龙社区从2014年3月开始组织开

展志愿服务工作，丰富多彩的志愿

服务活动将居民凝聚在了起来。

春节包汤圆、端午包粽子、中秋

打糍粑、重阳包饺子……许多闹过

矛盾的邻里，在一起开展志愿服务

后，尽弃前嫌握手言和。据统计，该

社区先后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65 场

次，参与人数4800人次，全年开展文

明劝导11000余人次，清理陈旧垃圾

16余吨。

去年5月，居民李大姐找到刘小

林，表示自己想成为一名志愿服务

者。这让刘小林有点惊讶，原先的

李大姐不仅不支持社区工作，还认

为志愿服务是多管闲事，现在却主

动申请加入。

“刘书记，志愿者帮忙打扫清洁

卫生、关心孤寡老人这些我都晓得，

这确实是在做好事，让我加入吧。”

李大姐说。看着态度诚恳的李大

姐，双龙社区志愿服务又增添一位

新成员。

今年6月，双龙社区组织志愿服

务者拆除边坡地带的违规菜棚，李

大姐帮忙搬木板装车，汗水直流的

她，却没喊一句累。

“总共2085人的志愿服务队伍，

让双龙社区变得与以前不一样了。”

刘小林说，志愿者们经常帮助弱势

群体，多次开展关爱空巢老人、农民

工、残疾人和留守儿童的志愿服务

活动，邻里关系变得越来越融洽，社

区大家庭的氛围越来越浓。

中秋佳节，刘小林（右三）和志愿服务者们一起做糍粑

本报讯（记者 张静 邓大伟）今年10月17

日是我国第6个扶贫日，也是第27个国际消除贫

困日。当天，我区在营盘山广场举行“10.17”全

国扶贫日宣传活动，现场摆摊设点，宣传讲解扶

贫政策。

“党的政策好啊！”“綦江去年脱贫这么多人，

可以哟”……活动现场，扶贫宣传展板依次排开，

扶贫政策手册摆满宣传桌，吸引来往市民驻足观

看，工作人员详细地向市民宣传教育扶贫、健康

扶贫、金融扶贫等有关方面政策。当天，我区还

向社会发出全国扶贫日倡议书，号召全区各届伸

出援手，一起参与到脱贫攻坚工作中来，慷慨解

囊，纾困解难。

据了解，近年来，我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真抓实干、加压

奋进，交出了一张张漂亮的扶贫成绩单：行政村

通畅率100%，村民小组通达率100%，电力入户

率100%，宽带光纤入村通达率100%。2018年綦

江脱贫1045户2400人，无1人返贫。目前剩余

贫困户2044户5513人，预计今年将全部脱贫。

脱 贫 攻 坚 进 行 时

本报讯（通讯员 肖欢）

为全面贯彻落实市、区扶贫工

作会议精神，将脱贫攻坚整改

工作融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新盛镇突出“五

个一”开展脱贫攻坚专项整改

行动，推进主题教育落细落实。

紧扣一个主线，提升思想

认识。该镇以开展主题教育为

契机，紧扣脱贫攻坚督查巡查

反馈的各类问题，从政治站位

上找问题、思想认识上找原因、

责任担当上找差距、工作落实

上找不足，提高党员干部思想

认识。

坚持一个标准，提升业务

水平。开展“重精准、补短板、

促攻坚”专项整改行动，由镇领

导带队分成8个督导组，为统

一标准，对机关全体人员和相

关督查人员进行培训，提升业

务水平，确保高质量完成工作

任务。

坚持“一竿子到底”，真抓

具体落实。包户到人集中入

户，要求督查人员签订承诺书，

切实摸清贫困户人员基本情况

和具体问题，发现问题及时整

改，反馈情况客观真实，不讲人

情偏私。

树立一个形象，坚持清正

廉洁。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规

定，不增加基层负担，督查人员

轻车简从，自带饭票入户。

达到一个效果，确保整改

成效。督查出的问题列出整改

清单，发整改通知，明确责任

人、整改时限，由督查整改组督

促整改直到销号。

新盛镇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专项整改

脱贫攻坚 你我同行
我区举行全国扶贫日宣传活动

10月16日，区委政法委联合打通镇到大罗

村开展“坚持志智双扶，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扶贫日活动。活动现场表彰了2名脱贫光荣户

和2名致富能手，宣传了扶贫、国家安全、防邪、

扫黑除恶等相关知识和法律法规常识，开展了

有奖知识竞猜活动。爱心企业还与大罗村村

民签订了农产品产销合作协议，以后将定向购

买农产品。图为志愿者为村民免费理发。

通讯员 杨小琪 李帅 摄

营盘山广场，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扶贫资料 记者 张静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张庆）10 月

16日，重庆市2019年中小学校园足

球联赛总决赛在綦江中学拉开战

幕。在为期一周的比赛中，来自全

市 17 个区县的近 300 名运动员将

在这里参加初中女子乙组的激烈

角逐。

据了解，重庆市2019年中小学

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由重庆市青

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主办，

綦江、万州、垫江等9个区县教委承

办。总决赛分小学、初中、高中3个

年龄段，各年龄段分设男女甲乙

组，其中小学增设混合组，各组别

又分为精英组和校园组。比赛将

从 10 月 16 日一直持续到 11 月 30

日，分别在綦江、万州、垫江等9个

区县展开角逐。

全市2019年校园足球联赛
总决赛在綦开战

开幕式现场 通讯员 张庆 摄

▲

本报讯（通讯员 何静）日前，

笔者从区文化旅游委获悉，由市委

宣传部、市文化旅游委主办的“放歌

祖国—重庆市 2019 年秋季送演出

进基层活动”将于本月 21 日至 25

日，在我区连续演出5天。

据了解，“放歌祖国—重庆市

2019年秋季送演出进基层活动”在

綦演出将由重庆市草木人文化传播

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实施，本月21日

至25日，该公司演职人员将奔赴我

区10个街镇开展10场巡回演出，具

体安排为：21日，丁山镇、东溪镇；22

日，中峰镇、永新镇；23日，石壕镇、

打通镇；24 日，赶水镇、安稳镇；25

日，新盛镇、文龙街道。

全市秋季送演出将走进綦江
5天10场演出让基层群众过足瘾

本报讯（记者 杨子路）10 月

16日，由区税务局、区总工会联合开

展的“綦江区税收业务能手、纳税服

务明星表彰大会”在区税务局召开，

现场对杜鹏、高攀等 8 人进行了表

彰。

据悉，今年“岗位大练兵、业务

大比武”职工技能竞赛活动中，区税

务局选派了 15 名干部参加全市税

务系统竞赛，6人在全市900多人中

脱颖而出，获得全市税务业务能手

称号，2人获得纳税服务明星称号。

区税务局在全市 53 支队伍激烈角

逐中获得了13名的骄人战绩。

会上，税收业务能手雷莲、纳税

服务明星高攀结合工作实际，向与

会人员分享了经验。

“干好税收事业，人才是关键，

税务事业的发展需要一批高素质复

合型人才。”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也是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

后展形象、实现新作为的开局之年，

该局将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为契机，对标对表先进典型、

深刻体悟初心使命，大力弘扬践行

“忠诚担当、崇法守纪、兴税强国”的

中国税务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推

进新时代税收现代化新篇章。

对标先进典型 体悟初心使命
区税务局、区总工会联合表彰税

收业务能手、纳税服务明星

“两棚”拆除快人心
石角镇立说立行整改“两棚”获点赞

本报讯（通讯员 周倩）“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石角镇坚持学做结合、查改贯

通，通过院坝会、座谈会等多种渠道

搜集群众意见建议。近期，专门针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晴雨棚、彩钢棚

私搭乱建问题进行整改，成效明显。

据了解，此次整改，共摸排清理

出287户需整治对象，分7组同时进

行拆除整治，每组由镇领导班子成

员任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任副组

长，具体开展拆除整治工作。目前

愿意拆除且已签约的住户 264 户，

其中自主拆除96户，政府统一拆除

168户，签约率90%以上。

“拆得好！现在场镇看起干净

多了。”政府说干就干，拆除整改违

规搭建的晴雨棚、彩钢棚，辖区居民

纷纷为此点赞。

本报讯（通讯员 严风麟）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

安稳镇结合实际，精心开设“四个课

堂”，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学习教

育格局，确保主题教育学习扎实有

效开展。

开设“流动课堂”上门送学。该

镇组织镇党务干部、学校老师、脱贫

攻坚干事组成 3 个宣讲分队，深入

村、社区以及辖区内企事业单位进

行流动宣讲、送教上门。目前宣讲

小分队已宣讲送教 7 场，参与党员

人数 268 人次。同时将《习近平关

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

等书籍送到 50 余名行动不便的老

党员手中，并现场朗读、交流学习内

容，对每一位行动不便的老党员，明

确一名积极的年轻党员干部进行点

对点的助学帮学共同学，进一步激

励老党员重温初心、感悟初心、践行

初心的使命感。

开设“微信课堂”集中网学。为

使流动党员“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

失”，确保主题教育覆盖到每一名流

动党员，每个村、社区支部为流动党

员建立一个微信群，明确一名责任

心强的党员为群主，每日推送主题

教育学习内容分享到群内。建立每

日“打卡”学习机制，组织大家共同

学习，参与群内讨论、谈心得等互动

交流，目前各群已更新各类学习资

料 60 余篇，流动党员通过网络、书

信进行书面或口头思想汇报 30 人

次，收到学习心得体会 20 余篇，征

集他们对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家乡

的意见建议18条。

开设“青话课堂”深入研学。该

镇高度重视对青年党员的学习教育

和培训工作，今年以来已开展 6 期

“青话课堂”，参与 190 余人次。课

堂坚持每月一次的集中学习研讨机

制，确定两名主讲人，结合每次学习

研讨主题进行演讲，共同分享自己

的感悟和收获。同时，不定期邀请

镇领导或经验丰富的老党员参加

“听青年声、谈青年梦、解青年惑”专

题，为青年干部分享答疑，激发青年

党员要牢守初心勇担使命。

开设“实践课堂”灵活多学。通

过组织辖区师生开展“升国旗、唱国

歌，我和国旗合个影，我为祖国点个

赞”活动、举办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文艺汇演、表彰 2019 年“道德模

范”、“ 脱贫攻坚典型”、“ 最美庭院”

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同时组织党员

干部瞻仰王良故居，重温入党誓词，

缅怀革命先烈，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营造浓厚的学习教育氛围，强化党

员干部的党性修养，进一步激发党

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工作热情。

安稳镇

“四个课堂”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