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成蓉）近日，记

者从区市场监管局获悉，自今年9月

全区开展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

动以来，整治成效明显，截至目前，

已立案查处食品违法案件13件，移

送公安机关1件。销毁问题农产品

3.5吨，没收不合格食品180千克。

“群众利益无小事，要把人民群

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为扎实开展

主题教育，今年9月，我区专门成立

了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工作

组，集中开展食用农产品安全整治、

食品生产经营专项治理、保健食品

行业专项清理整治、学校食品安全

整治等行动，切实解决了一批食品

安全突出问题。

其中，在加强食用农产品安全

整治中，联合行动组对种养殖业以

及蔬菜、禽蛋、水产品、生猪屠宰、兽

药、农药等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截

至目前，全区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查生产经营主体210家次，出动执

法人员850余人次，抽检农药、兽药、

食用农产品 275批次，排查出风险4

起，责令整改3起，立案查处6起。

在加强食品生产经营专项治理

中，积极开展“白酒加工小作坊专项

整治”和“食品生产企业专项治理”，

目前共检查全区白酒加工小作坊

207户，抽检白酒24批次，取缔未取

得登记证的白酒加工小作坊5户，立

案查处未经检疫的肉及肉制品、销

售过期肉制品、标签不符合规定等

案件 3 起，没收未经检验的腊排骨

30 千克、过期新西兰牛排 40 千克，

没收未经检疫的牛肚100千克、水煮

山羊肉10千克。同时，组织全区在

产的45户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管

理人员进行抽查考核，参考率、合格

率均达100%。

在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治

中，以保健品标识标签、虚假宣传、

虚假广告、传销和非法直销、非法添

加等为内容，对全区770户保健食品

经营单位和非实体店进行全面排

查，处理群众投诉举报4起，发现问

题25个并全部进行整改。结合保健

食品“五进”工作，强化保健食品科

普宣传，举办科普宣传71场次，受众

5400余人次。

全区 780 余名从业人员均取得

了健康合格证明，227所学校食堂均

实现“明厨亮灶”。全区学校（托幼

机构）均建立校长（园长）负责制、食

品原辅材料购进、餐饮具消毒、晨

检、食品留样等工作制度，集中用餐

学校负责人陪餐制度全面落实……

自加强学校食品安全整治行动开展

以来，取得了明显实效，目前，联合

行动组强化再排查，发现食品安全

问题共 119 项，下发《督查通报》2

期，督促完成整改112项，限期整改

7项。

“开展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

行动既是守初心、担使命的具体体

现，更是提高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满

意度和安全感的具体抓手，下一步

我们将按照‘四个最严’要求，对违

法违规企业予以严厉惩处，加强联

合检查执法力度和部门协作联动，

并及时通过媒体进行宣传，全方位

扎实开展整治行动。”区市场监管局

相关负责人说。

我区整治食品安全问题成效明显
立案查处食品违法案件13件 销毁问题农产品3.5吨

脱 贫 攻 坚 进 行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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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班子 找票子 修房子

古南街道花坝村的逆袭之路
本报记者 刘琦

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来綦
指导红军小学建设及红军中学创建工作

11月6日，文龙街道九龙社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志愿

者活动，组织社区专干、城管执法人员等志愿者40多人，整治清除辖区违法

“菜园子”20余处，助推美丽城市建设。 记者 吴荣凯 摄

古南街道花坝村背靠古剑山、

面朝綦河支流长凼河而建。花坝村

距綦城区不过4公里，随着城市化进

程加快，这个城边上的村庄越发落

寞：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或进城落

户，本土人才和劳动力流失严重，村

里老人儿童留守、土地大面积荒废、

村居环境杂乱、村集体经济发展滞

后等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而这一

切，在第一书记柯晓娟的到来后发

生了转变。

搭班子抓党建
让村庄恢复生机

2018 年 3 月底，柯晓娟被选派

到花坝村任第一书记。虽已提前做

足了功课，但初到花坝村，了解真实

村情后柯晓娟还是有些吃惊。

“村上的党组织软弱涣散，主题

党日活动几乎没有开展，年终考核

排名倒数。”柯晓娟回忆说，“我刚到

的时候，村上的党总支书记已经62

岁了，由于不懂电脑、身体状况欠

佳，多次提出辞职。”

而在同年5月，村内党群专干辞

职，更是雪上加霜。但柯晓娟并没

有就此吓倒，“只要思想不滑坡，办

法总比困难多。”柯晓娟一边安慰自

己，一边迈出了她在花坝村的第一

步：走访入户。

虽然大部分年轻人外出，但花

坝村仍有在家人口1329人，且多为

老人儿童，交流沟通不畅。秉着一

股不服输的韧劲，柯晓娟在一个月

内走访完所有村民，并对每户的情

况进行了摸底调查。让人欣慰的

是，柯晓娟还耐心说服了一名在街

道工作的本土人才回村工作，并于

今年5月重新选举产生了花坝村总

党支书记。

在重新搭建村委会班子的同

时，柯晓娟不忘抓党建工作。

“我们村的党员主要分两部分，

而且特点鲜明。”柯晓娟介绍，一部

分是在家党员，大多是老党员，行动

不便；另一部分是外出务工党员，常

年在外。

针对在家老党员，柯晓娟同村

支两委在每月20日的主题党日结束

后，为行动不便的老党员开展“送学

上门”服务，为他们送去最新的时事

与政策，同时丰富活动形式，通过播

放正能量电影等，和老党员们一起

“忆初心、话使命。”针对在外的流动

党员，花坝村建立了流动党员微信

群，同时建立“长凼河边”微信公众

号，记录家乡的变化，让在外的党员

时刻了解家乡发展情况，也让他们

的乡情有所寄、有所托。

渐渐地，花坝村家家户户都知

道了村上新来了一位“柯书记”，为

人能干而且和善，村里的气氛慢慢

活跃起来，迸发出勃勃生机。

发展产业找票子
增强村民获得感幸福感

花坝村产业基础薄弱，因为修

建村委会办公楼，村集体负债上十

万元，由于青壮年大量外出，村内

80%的耕地处于撂荒状态。

柯晓娟到村后，四处奔走联系

业主。但土地长期荒废，而且距城

区较近，土地租金、人工成本、开荒

成本高，没有业主愿意接手。

为了引进业主，柯晓娟同村支

两委商议，由村上拿出50亩地，由村

集体和业主带头试种，同时成立“长

凼河”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长

凼河”劳务建筑有限公司，通过统一

流转土地和规范组织用工，成功地

将土地租金由原来的 1000 元/年降

为500元/年，用工也由原来的100-

150元/天降为60-80元/天。

第一年的试种成效显著，也进

一步打消了业主的顾虑，村里先后

引进了杜强、李远孝、罗雅琴等种植

大户。

种植大户的到来不仅盘活了村

里的撂荒地，也让村民在获得土地

租金的同时实现就近务工，大大提

高了收入。同时，业主免费教授村

民种植技术，也让村里的产业慢慢

发展起来。

“去年11月份，村集体出资购买

了7000余株樱桃树苗，村民在一天

内认领一空。”柯晓娟笑道。

除了盘活撂荒地，柯晓娟还将

闲置的村委会办公楼利用起来发展

产业。

“之前修建的办公楼位于山脚

下公路旁，离村远，我们就和北渡鱼

餐饮协会合作，将原有办公楼出

租。村上成立了‘清水鱼专业养殖

合作社’，山上养鱼、山下卖鱼。”柯

晓娟介绍，现在村里办公的地方是

旧学校，租给一个养蛇的大户但已

经4年多没收到租金，村里便把它收

回来进行升级改造，村民来办事很

方便。

在柯晓娟和花坝村村支两委的

努力下，养鸡场、蜂蜜园、草莓采摘

园、樱桃园、葡萄园……一个个产业

园如雨后春笋般在花坝村落地生

根、发展壮大。截至目前，花坝村通

过农业公司和劳务公司创收30余万

元，村民们的腰包鼓了起来，脸上的

笑容也多了起来。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让村民生活更舒心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质上就

是引导村民改变生活习惯。”柯晓娟

说。

今年70岁的赵兴荣老伴过世，

儿子长期在外，一人独居在家。今

年花坝村启动“厕所革命”时，因为

缺乏劳动力且没有合适的选址，赵

兴荣不得不放弃了改造厕所。

柯晓娟了解情况后，主动帮助

赵兴荣选址、联系附近村民，协商用

地和用工问题，今年9月，赵兴荣家

的改厕工作顺利完成。

“村内共有房屋561栋，在住的

300多栋，现在已经全部进行了无害

化厕所改造。”柯晓娟介绍。

改完了厕所，花坝村又开始改

造庭院。“前期已经完成打造‘最美

庭院’5户，接下来我们的目标是打

造160户。”柯晓娟笑道。

“农村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群众

工作，要全心全意投入，多走路、多

入户、多去和村民们交流，明白他们

心中所想，才能解决他们心中所

虑。”在柯晓娟和村支两委努力下，

花坝村社级公路硬化了，村级公路

在扩宽，农田灌溉铺设了管道，青瓦

白墙的房屋鳞次栉比，家家户户门

前的樱桃树在风中飒飒作响，每到

春天樱桃花开，一眼望去尽是绚烂。

本报讯（通讯员 杨波）11月4

日，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方强一行，深入

永城小学考察“王良红军小学”建设

工作。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川，

副区长雷瑞宏一同考察。

当天，考察组一行实地查看了

永城小学“王良红军小学”校园环

境、办学条件，并就学校红色氛围打

造提出指导性意见。在永城中学，

考察组一行还现场观摩该校市级非

物质文化传承项目——永城吹打。

座谈会上，区教委负责人就我

区教育系统充分挖掘红色资源，加

快建设“王良红军小学”工作进行了

专题汇报。

方强对永城小学“王良红军小

学”建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

出，红军小学建设工程是一项传承

红军精神的助学工程，凝聚了老一

辈革命家的心血和期盼，凝聚了各

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他要求，一定

要坚持“把实事做实，好事办好”的

原则，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办好红

军小学，打牢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我区与移动重庆公司签订战略协议

将合作共建5G“智慧綦江”
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 吴明

鸽）11月6日，我区与中国移动重庆

公司签订 5G“智慧綦江”建设战略

合作协议。区委常委、工业园区党

工委书记刘扬参加签约仪式。

刘扬指出，《5G“智慧綦江”建

设战略合作协议》的正式签约，将为

綦江振兴发展增添新动力、带来新

活力，希望移动公司进一步加大对

綦江资源配置的倾斜力度，加快推

进綦江 5G 网络建设，积极开展 5G

产业应用培育和商业模式创新，更

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我区将全力支持 5G 网络设施

建设工作，为双方合作的顺利开展

提供保姆式、全方位、零距离的优质

服务，通过共同努力，推动双方更好

更快发展，双方战略合作结出更加

丰硕的成果。

据相关项目负责人介绍，本次

合作，移动重庆公司将把綦江区纳

入 5G 建设首批试点区域，打造 5G

示范区，融合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等新兴信息技术，全力推动“智慧

綦江”建设。通过加大5G建设，争

取在未来 3-5 年内实现城区、乡镇

和农村热点区域全覆盖，用于服务

綦江城区及主要城镇的 5G 网络应

用。通过加大 5G 资金投入、推进

5G网络建设、推动5G产业发展、丰

富5G政务服务，为本地数字政务、

智慧医疗、智慧旅游、远程教育等领

域提供优质的5G网络支撑、通信保

障和5G试点示范应用。

当天，刘扬一行还现场参观了

移动公司5G应用观摩体验产品。

本报讯（记者 吴荣凯）日前，

记者从三江街道了解到，该街道中

心敬老院标准化创建取得新突破，

设施升级后，达到了 120 人的供养

能力。

据悉，自 2017 年底开始，三江

街道中心敬老院展开标准化创建，

对照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

和养老机构安全管理要求，先后投

资 120 余万元，完成了老人宿舍区

消防喷淋升级改造、老人房间门和

防渗水改造、住宿楼无障碍设施和

紧急疏散通道改造、文体活动区塑

胶球场建设、院外围安全防护网及

护栏建设、厨房明厨亮灶工程、卫生

间紧急呼叫系统安装、餐厅和景观

亭排危工程、公用卫生间和洗衣房

建设、厨房污水处理系统和办公会

议监控系统的升级等，全院生活条

件及人居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服

务老人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增强，

达到120人的供养标准和能力。

“目前，中心敬老院设置了综

合、护理、餐饮、生产等工作服务小

组，供养特困对象 52 人、社会老人

52人。”该街道社会事务科相关负责

人蒲绍强介绍，下一步将严格按照

敬老院标准化建设要求，调整配齐

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和医务人员，积

极发展院办经济，优化服务质量，为

养老提供一个安全、卫生、舒适的理

想去处。

三江街道中心敬老院

设施再升级 养老好去处

本报讯（记者 吴长飞）软弱涣

散村党组织集中整顿明确要求解决

突出民生难题，对此，隆盛镇荣农村

党总支积极思考、严格落实。

连日来，荣农村党总支第一书

记贾海涛在入户走访和召开院坝会

时，收集到最多最急迫的意见就是

村上人饮工程的集中供水沉淀较

多。安全用水是每家每户村民的大

事，也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对

此，荣农村党总支经过讨论并形成

了解决问题的初步方案：第一步清

洗水池，第二步管好水源水质。

清洗水池是体力活，该村结合

在家青壮年党员少的实情，组织动

员部分建卡贫困户、公益性岗位村

民20余人，仅用半天时间就清洗完

人饮工程的9口水池、整理了人饮工

程内外的环境卫生，同时也增进了

党群干群关系，增强了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隆盛镇荣农村

尽心解决群众急盼的民生事

柯晓娟到村民家中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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