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綦江县诚欣制冷设备维修部工商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许可证编

号：J6530018292501，申明作废。

谢学宽优抚证遗失，身份证号码：510223193009182410，申明作废。

垃圾分类进社区 绿色生活伴我行
本报记者 吴长飞

新闻热线87265555 经宣热线85892258 投稿邮箱qj87265516@126.com 綦江融媒体通讯员QQ群610757452

2019年10月21日 星期一

本版主编：王瑜 组版：马诗奇

22QIJIANG RIBAO

脱 贫 攻 坚 进 行 时

近日，文龙街道千山半岛小区，

居民刘德芳提着一袋垃圾来到楼下

的六分类智能回收箱，将当天产生

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置，“在小区

住久了，想不知道垃圾怎么分类都

难哟。”

今年以来，我区以千山半岛为

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宣传垃圾分类

收集知识，购置垃圾分类智能设备，

并实施积分兑换礼品，让居民真正

成为倡导绿色生活的践行者。

易腐烂的绿桶桶、没人要的灰

桶桶、能卖钱的蓝桶桶……在该小

区内，随处可见关于垃圾分类的宣

传图画和标语。每栋楼下都放置

蓝、绿、红、灰四色垃圾桶，蓝色代表

可回收物、绿色代表易腐垃圾、灰色

代表其他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

“小区的宣传画太形象了，我对

垃圾分类的认识实现了‘三连跳’。”

刘德芳说，以前住在农村时，垃圾随

处乱扔。2015 年入住该小区后，垃

圾放到统一的垃圾桶里，今年来，垃

圾则是先分类再放置。

为了提高居民的垃圾分类意

识，区城市管理局与市环卫集团启

动示范小区整体设计打造工作，对

千山半岛小区空旷墙面、绿化带、人

行道路面等进行氛围打造，将各类

垃圾分类元素进行涂装展示。

区城市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该小区依托垃圾分类智慧管理

平台，为居民建立一户一档实名制，

并免费发放垃圾分类居民信息卡，

通过智能技术手段实施垃圾分类投

放质量及回收管理的数据收集和传

输，可以实现垃圾投放的源头可溯

和分类行为的平台管理，即正确投

放行为采取积分奖励，不正确投放

行为进行定向宣导。

“我们的垃圾可以兑换生活用

品。”刘德芳说，她将家中废弃的纸

箱投放到六分类智能回收箱后，根

据放置重量进行积分，200克可以积

16分，积分累计达到500分可以兑换

肥皂1块，根据积分可兑换相应的日

用品。

这个做法受到了居民的欢迎，

他们不但将家里的垃圾仔细分类，

甚至在外面遇到了可回收垃圾都带

来回收，大大提高小区业主对生活

垃圾分类积极性和参与性。垃圾分

类宣传和积分激励实施后，千山半

岛小区清洁卫生大为改观。许多社

区干部前来参观“取经”，结合小区

特点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据悉，全区到 2020 年将基本建

成完善运输与处置系统，避免“先分

后混”现象，最终实现分类处置。

千山半岛小区形象生动的垃圾分类宣传图画

本报讯（记者 谢天骄）为进一步提升企

业的质量意识，促进企业质量管理水平，近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工业园区20多家齿轮

生产企业，到綦江齿轮传动公司参观学习，开

展质量开放日活动。

在綦齿传动的智能制造基地，来自全区的

20多家企业代表现场观摩该公司的精细化管

理生产线、质量检测中心等，详细了解企业在

质量检测、质量管理等方面的科学经验和先进

做法。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与会人员还进

行了互动交流，并邀请到了齿轮行业的专家围

绕如何提升产品质量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

解。

“希望通过这种交流研讨，进一步增强企

业的质量意识，促使企业加强企业管理，推动

质量强区建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据了解，今年9月，我区发布了《重庆市綦

江区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加快建设质量强区的

实施方案》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区经济

信息委、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委等12个单位

部门，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这一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教育、质量提

升行动、专项执法等质量活动。

我区开展2019年质量开放日活动

企业代表在綦齿传动智能制造基地观摩学习 记者 谢天骄 摄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

黎梨）10月18日，文龙街道

文龙社区联合区文化旅游委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志愿者服务活动，对违

规占用公共绿化带的“菜园

子”进行了整治。

活动中，30余名党员志愿

者们手持镰刀、锄头、铁锹等

工具，对辖区内千山美郡小区

附近公共绿化带中的违章菜

地进行了彻底铲除。“在城市

公共绿化带内开园种地，对绿

化带损坏严重，群众意见很

大。”据文龙街道文龙社区党

总支书记赵洪介绍，今年7月

份以来，街道、社区对违章菜

地进行了专项整治，通过张贴

宣传公告，并安排专人向社区

居民进行宣讲，上门劝导等，

大部分居民逐渐转变了思想，

改变了认识，但仍有少部分居

民依旧在公共绿化带上开园

种地。

赵洪表示，此次活动后，

社区还将加大整治力度，把苗

木补上还绿于民。“希望居民

提高公共意识，共同维护我们

的绿色家园。”

文龙街道文龙社区联合区文化旅游委开展志愿服务

清理“菜园子”还绿于民

本报讯（通讯员 熊伟）

10 月17 日晚，工业园区工人

夜校 2019 年焊工班顺利开

班，共有 90 余名工人参加本

期培训。

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走访企业调

研过程中，工业园区管委会

了解到园区企业缺乏技术工

人，尤其是焊工工种招人难、

取证难的问题后，立即安排

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在协调

相关部门和培训机构后，通

过采取举办工人夜校焊工班

的形式，开展技能提升培训，

解决企业反映问题。

据了解，本期焊工班以

帮助产业工人取得焊工岗位

操作证和职业资格证为目

标，从前期的政策咨询、资料

收集，到课程设置、师资配

备，再到组织集中培训和考

试并最终取证，都进行了充

分思考和准备，确保企业反

映的问题得到实实在在解

决，以实际行动推进主题教

育落地落实。

本报讯（通讯员 帅

越）近日，东溪镇中心卫生院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对照党章党规找差

距专题会，全体党员和班子

成员进行自我剖析，对照党

章、党规找差距、找问题。

会上，大家首先集体学

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重要

法规汇编》、《中国共产党章

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相

关内容。随后，与会人员通

过回顾自己的从医生涯和党

员经历，对照党章党规，深刻

剖析自身问题和不足，有的

同志表示工作多年虽然获得

了很多荣誉，但仍然感觉自

己“在基础理论知识和重要

思想的钻研上欠火候”；有的

同志则认为自己“在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践行上还有差

距”……对照这些问题和不

足，各自提出了整改意见和下一步工作打算。

“我院将持续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把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深入调

研，并针对调研结果，主动检视问题，提出解决问题、改

进工作的办法措施，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提高临床疗效、

改善医疗环境、优化医疗服务的实际行动，切实提升患

者获得感幸福感，推动医院发展迈上新台阶。”该院相

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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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解决问题出实效

工业园区工人夜校开班

本报讯（记者 刘琦 邓大伟）

10月18日，市委巡回指导五组到我

区指导主题教育工作并召开专题座

谈会。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关衷效，

市委巡回指导五组组长周伟，15个

区委指导组组长，区委办、区纪委监

委机关等“十个专项整治”牵头单位

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座谈会上，15个区委指导组组

长、专项整治工作牵头单位主要负

责人围绕主题教育推进过程中的经

验做法、工作特色亮点、存在问题和

意见建议依次发言。

听取发言后，周伟对我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开展

情况表示肯定，他指出，要深刻认识

“十个专项整治”的重要意义，从严

从实指导；要不断丰富学习形式，确

保主题教育全覆盖；要认真检视问

题，将调查研究走深走细走实，进一

步提高群众的满意度和认同感。

关衷效表示，市委巡回指导五

组为我区主题教育工作提出了很多

指导性意见，参会各指导组、单位要

及时传达学习、认真抓好落实。他

指出，要坚持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

干部带头，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跟进学习

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扎实做好调

研深化、问题消化、成果转化；要紧

密结合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实际，务

实扎实推进学习教育和检视整改，

对查摆的问题，即知即改、应改尽

改；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督促指

导，压实压紧责任，确保主题教育取

得实效。

市委巡回指导五组
来綦指导主题教育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蔡向阳）近

日，三角镇人大组织部分区、镇人大

代表对镇平安建设办公室、镇文化

中心、镇规划和自然资源所工作情

况进行评议，以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人大监督工作，完善监督制度，增强

监督实效，促进依法行政。

据了解，此次评议前，该镇人大

对被评议部门的服务对象开展了系

列调研工作，广泛听取基层和群众

的呼声，为评议工作的有序开展奠

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该镇人大负责人表示，开展评

议工作是推进政府各项目标任务落

实的需要，是改进工作作风、促进干

部勤政廉政的需要。通过此次评

议，代表们依法监督、依法履职的热

情得到进一步提升；各受评议部门

通过评议进一步找准工作短板和薄

弱环节，改进工作作风，优化服务，

进一步强化和落实依法行政、务实

勤政、廉洁从政。镇人大将把评议

工作纳入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的

工作轨道，切实维护评议工作的严

肃性和权威性。

三角镇人大

开展工作评议 推进依法行政

人 大 视 窗

本报讯（记者 张静 赵跃）10

月18日，我区举行脱贫攻坚月集中

调训指导工作培训会，安排部署脱

贫攻坚月集中调训指导工作。区委

副书记赵如均参加会议。

赵如均指出，当前脱贫攻坚工

作已经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

任务异常繁重，形势依然严峻，还面

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全区上下要充

分明确此次集中调训指导的目的和

意义，高度重视集中调训指导工作，

全身心投入，找差距、补短板、抓落

实，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措

施落地见效。

赵如均要求，要认真细致地走

访群众、服务群众，查找问题、解决

问题，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项、

不漏一个问题”。要守纪律、讲规

矩，保持严谨工作作风，如实反映脱

贫成效，让脱贫成果经得起检验。

要集中精力、合力攻坚，做细做实做

好各项具体工作，确保集中调训指

导工作取得实效。各级各部门要以

问题为导向，对调训组交办的问题，

严格按照时间节点，狠抓整改落实，

全力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决胜脱贫攻坚
我区举行脱贫攻坚月集中调训指

导工作培训会

本报讯（记者 张静 赵跃）10

月18日，记者从綦江区脱贫攻坚月

集中调训指导工作培训会上获悉，

即日起至11月7日，我区将派出10

个调训组，对全区近万户建卡贫困

户和农村贫困边缘户，开展入户及

实地调训，查找问题、指导整改。

本次调训指导内容包括入户宣

传扶贫政策，调查贫困对象“两不愁

三保障”落实情况，查找贫困对象增

收脱贫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排

查农村困难家庭边缘户，建立边缘

户台账，指导街镇加强边缘户的管

理，调训有扶贫任务村（居）“八难八

有”解决落实情况，查找镇街、村在

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差

距，指导镇街、村扶贫档案规范建

设，提升扶贫干部政策水平，指导镇

街、村对存在问题的整改落实。

接下来，调训组将根据发现的问

题，以村为单位，梳理疑似问题清单，

当天或次日向镇街交办。镇街核实

后，对不实疑似问题5天内向调训指

导组提供佐证资料，经核实无误后予

以认可，对属实问题需按规定期限整

改并报调训指导组。对未整改到位

的问题，调训指导组将出具问题整改

督办清单给镇街，再次限期整改，并

同步将问题整改督办反馈清单，送区

纪委监委跟踪督办。

相关链接——

10个调训组即日起入户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