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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兰昌平吃过晚饭来到文

化茶园茶馆，等着镇领导前来一起

喝茶谈心，他准备反映小区院坝一

直没硬化的问题。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以来，东溪镇创新形式开展

主题教育，突出问题导向，奔着问题

去、盯着问题改，让群众切实感受到

主题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

“这个问题我们会马上进行核

实，10天之内答复您。”兰昌平是东

溪镇二居社区居民，他所居住的老

小区已有20余年，院坝道路坑坑洼

洼，每到下雨便泥泞难行。兰昌平

介绍情况后，东溪镇党委书记陈波

放下手中记录的笔说道。

为什么要在茶馆进行干群交

流？

“东溪镇是一座千年古镇，居民

自古有喜好喝茶的传统，茶馆便是

群众交流的重要场所和舆论中心。”

陈波介绍说，场镇上有70多家茶馆，

赶场天喝茶人数多达2000余人。东

溪镇抓住这一特点，从6月底开始，

固定每周三晚由镇领导和相关部门

负责人一起，在茶馆泡上一杯茶，听

居民摆问题、诉烦恼，第二天进行协

调解决。

“一杯茶、一张八仙桌、一个凉

爽的秋夜，能面对面坐着和镇领导

反映问题，安逸！”今年63岁的二居

社区居民赵云是文化茶园的老茶

友，当听说有镇领导来茶馆倾听民

意时，忙不迭反映了场镇道路堵塞

严重、停车难的问题。

原来，210国道从东溪场镇穿行

而过，这条道路也是前往丁山、赶水

等的必经之路。随着私家车和自驾

游客的增多，许多车辆停放在道路

两旁，时常堵得水泄不通，造成不少

安全隐患。

“经过多次‘茶园夜话’发现，居

民普遍对停车难和堵车感到烦恼。”

东溪镇组织委员毛藜嵘说，经过研

究商讨，相关部门对场镇道路进行

了优化设计，并新建了5个临时停车

场，提供1100个车位。

如今，场镇上再也看不到堵车

现象，听不到群众对“停车难”问题

的抱怨了。国庆期间，数十万游客

涌入东溪镇游玩，当地政府组织了

40多名执法人员维持交通秩序，不

少游客感慨地说，千年古镇不仅景

美，更是处处洋溢着轻松惬意的氛

围。

文化茶园里，谈笑声此起彼

伏。居民说到烦恼处，正是干部奋

笔疾书时：村里缺乏体育设施、空巢

老人缺乏日间照料、乡间小路夜晚

没有路灯……据统计，通过“茶园夜

话”这一形式，东溪镇目前共收集78

件居民反映问题，其中已解决58件，

正在落实跟进20件。

除了举行“茶园夜话”，东溪镇

还依托“梦想沙龙”平台组织机关党

员开展主题教育座谈、演讲、辩论，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

并邀请各界专家开展“丹溪大讲

堂”，为机关、村社区干部讲课，在基

层党建、脱贫攻坚、反腐倡廉等多个

领域补充知识“食粮”。

一席“茶园夜话”了却万千烦恼
本报记者 吴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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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正策 刘彤）10 月

18日，区委书记袁勤华采取不打招呼、随机

走访的方式，深入古南街道新山村社区和

百步梯社区，就主题教育开展、软弱涣散基

层党组织整顿等工作进行调研，面对面听

取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

新山村社区由于班子不团结、财务公

开不够透明等问题，导致群众意见较大。

今年 5 月，社区党总支被确定为软弱涣散

基层党组织。如今，一段时间过去了，新山

村社区相关问题整顿情况怎么样？主题教

育开展情况如何、有哪些意见建议？袁勤

华都十分关注。在社区便民服务中心，袁

勤华与社区干部一一握手，询问相关工作

开展情况。袁勤华指出，要结合主题教育

开展，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做好群众工作，

把群众关心关切的事情解决好。要大力开

展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不断提升社

区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社区有多少党员？流动党员有多少

人？”“有157名党员，流动党员19人。”在百

步梯社区便民服务中心，袁勤华与社区干

部深入交流，了解基层党建、主题教育等工

作开展情况。袁勤华指出，要加强对流动

党员的规范管理，进一步创新管理方式和

办法，调动和激发流动党员参与主题教育、

社区工作的积极性，促进流动党员作用的

发挥。随后，袁勤华还来到百步梯路口，对

百步梯占道经营、乱搭乱建行为整治情况

进行了实地察看。他强调，要加强管理，建

立长效机制，巩固好前期整治成果，全面提

升城市品质。

袁勤华在调研中强调，党的基层组织

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

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各基层党组织要扎实开展好主题教育，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自觉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充分调动农村党员、

流动党员参与主题教育的积极性，通过开展志愿服务等活动，引导党员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要敞开大门听意见、深入基层访民情，广泛听

取群众意见建议，注重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紧迫问题，同时对相关

问题整改情况及时公示公布，让群众真切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新变

化、新成效。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关衷效一同调研。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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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成蓉 刘彤）10

月18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工作

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区委书记袁

勤华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

区长姜天波，区政协主席母明江，区

委副书记赵如均，区委常委，区人大

常委会、区政府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更加突出位置，

打响脱贫攻坚战，全党全国上下同

心、顽强奋战，取得了显著成效。全

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

精神，充分认识脱贫攻坚取得的成

就，切实增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

和决心，全力以赴做好脱贫攻坚的最

后冲刺。

会议要求，要把握形势，切实增

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在整改问题上下

真功夫，以过细的工作和过硬的成

效，如期兑现军令状；要明确目标，补

齐短板，全面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社会；

要加强动态管理，做到责任清、问题

明、措施实、效果好，确保焦点不散、

靶心不变，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

仗。

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陈敏

尔、市长唐良智在江津璧山调研重庆

主城区都市圈发展的指示精神。会

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握战略

定位，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

服务全局，积极主动融入主城区都市

圈发展；要立足綦江实际，着眼全市

发展大局、大势，深入推进西部陆海

新通道综合服务区建设，密切同周边

区县的联系，不断增强经济活跃度，

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对外开放水平，

以大融合促大发展，切实把习近平总

书记殷殷嘱托落实在綦江大地上。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全市第二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进

会精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二

次推进会精神，通报了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公开曝光六起涉黑腐败和“保护

伞”典型案例，审议了《綦江区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集中

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建议名

单》，研究了其他事项。

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 赵跃）10月17日，区政协主席会议视察民心

工程、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和我区创建国家电子商务强区情况。区政协主

席母明江参加视察。

是日，区政协主席会议成员、部分政协委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先后

对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綦江中学整体迁建工程、转关口大桥项目进行

了实地视察，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在当天召开的座谈会上，区发展改革委、区商务委分别就全区2019

年民心工程、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和国家电子商务强区创建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了汇报，东部新城管委会就转关口大桥项目和綦江中学迁建项目推

进情况进行了汇报。

母明江指出，要进一步拓宽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发展思路，并把电商

产业和大数据结合起来，深入研究制约我区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配合职

能部门加强对企业、商家的引导和服务，政策上多扶持、规划上多引导、技

术上多培训，让更多企业、商家参与到电商发展中来；要提高对民心工程、

重点项目的重要性认识，科学做好规划布局，以强有力的工作举措推进我

区2019年民心工程、重点项目建设；要统筹工程、项目建设和群众利益保

障问题，优化项目建设环境；政协委员要认真履职，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民

生改善，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区政协副主席牟伟、刘林、李北川参加视察。

区政协主席会议
开展集中视察

母明江参加

朱忠德是重钢四厂的一名退休

职工，现住在三江街道重钢社区。9

月下旬，因下水道堵塞，污水粪便流

进他家的客厅、卧室、厨房的各个角

落。“进门都要穿筒靴鞋。”朱忠德

说。

重钢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厂矿社

区，像朱忠德居住的房屋，暂时还未

移交社区管理。“他是社区的居民，这

事我们就得管。”重钢社区党支部书

记丁易说，接到朱忠德的反映后，居

委会第一时间派人查看现场，并积极

联系了3家专业公司，组织楼上住户

一起开会协商解决，最终以1600元

处理好了下水道堵塞问题。

“本来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

到居委会，没想到很快就处理好了。”

朱忠德说，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情

况，都是找厂区生活部处理，这次的

速度和态度都是最好的，也避免了打

官司伤邻里和气。

重钢社区居委会成立于 1986

年，2010年纳入地方管理，2014年重

钢四厂重组，2017年市政移交地方

管理。目前社区2686户5038人，重

钢四厂家属约占40%，外来购房人员

约占20%，社区问题矛盾较为突出，

管理难度大。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中，重钢社区居委会通过召开党

员会、院坝会、入户调查等多种形式，

收集社情民意，对改造旱厕、行道树

修枝、清掏化粪池、安装路灯等社区

居民最关心关注的问题逐一办好办

实。

“社区能解决的，坚决不把问题

矛盾上交；社区不能解决的，及时汇

总向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汇报。”丁

易说，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宜早

不宜迟。

重钢社区钢锋小区22号楼的

居民张元奎悠闲地在楼下散步。他

说，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每次回家

还要跑。

张元奎居住的楼栋，共有 72

户，多数都是老人和小孩。在进出

通道的地方，处于页岩地带，经常有

石头和泥沙滑落，撞击到房体和地

面，居民进出行走如“下跳棋”。

“这事仅凭居委会的力量处置

不了，我们就及时向办事处作了汇

报。”丁易说，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和

社区居委会与居民一起共商解决之

策，并多次组织开展道路清障工作。

“解决了一时，但没把问题彻底

解决，离群众的期望还有差距。”三江

街道党工委书记吴秀斌说，经过多方

协调，对风化地带砌筑了挡土墙，表

面浇筑了混凝土，大家都满意。

风化页岩得到有效根治后，张

元奎牵头代表钢锋小区22号楼的全

体居民，特意向三江街道办事处和社

区居委会写了一封感谢信。

以前，重钢社区没有菜市场。

三江街道听到群众呼声后，于2014

年规划出一条“好吃街”，改变了几十

年社区以路为市的现状。上个月，在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三江街道又收集到重钢社区菜市

场经营业主的意见：希望建设规范的

摊位，不受日晒雨淋。对此，三江街

道立即展开相关工作，目前已完成规

划设计，近期即将动工修建。

疏通朱忠德家下水道、钢锋小

区22号楼的变化等都是三江街道全

面扎实开展主题教育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三江街道已完成雷神店高

速路口扩宽改造、硬化农村公路68

公里、改造365户C、D级危房、惠及8

个村1万余人的饮水工程等一大批

民生实事。

“一直以来，我们都把与群众息

息相关的小事当作大事来抓。”吴秀

斌说，以干部的辛苦指数来换取群众

的幸福指数，以干部的务实作风来换

取群众的满意指数。

近年来，三江街道围绕老工业

基地转型升级、城市提升、乡村振兴、

社会治理等重点工作，把服务的触角

延伸到基层末梢，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高。

“群众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三江街道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基层末梢

本报记者 覃宁波

建设“山水秀美、人皆往之”的美丽隆盛
——访隆盛镇党委书记许安强

整治后的钢锋小区22号楼页岩地带 记者 覃宁波 摄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