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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位于渝

黔高速綦江南收费

站附近的新能源电

动车充电站，一位车

主正在为电动车充

电。据悉，随着城市

的发展和城市品质

的提升，綦城的基础

配套设施越来越完

善，目前綦江已建成

各类新能源电动车

充电站14个、充电桩

85个，能较好地满足

电动车车主的充电

需求。

记者 魏源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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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担 当当 作作 为为 好好 干干 部部

10年走遍綦江企业和山水，环保“门外汉”蜕变“内行人”——

谢雪峰：蓝天白云的“守卫者”
本报记者 谢天骄 刘柳吟

“不要以为每个环保人都是职

业环保人，其实我们之中大部分在

刚入行的时候都是没有经验的‘新

兵’。”綦江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党

支部书记、副支队长谢雪峰就是从

一个“门外汉”慢慢成长为“内行

人”，进入环保系统十个年头的历

练，让他从一个懵懂的“新兵”成为

了一名环境执法骨干。

11月4日，记者见到谢雪峰时，

正赶上他在綦江区新盛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场开展日常检查工作。该处

理场担负全区 20 个街镇的垃圾处

理任务，日处理垃圾300多吨，从填

埋场渗出的污水将进行严格的层层

处理，达标后才能进行排放。定期

检查排放是否存在异常、排放标准

是否达标、有无偷排漏排等情况都

是日常检查重点。

由于环境执法工作专业性较

强，需要大量的专业性知识进行支

撑。工科毕业的谢雪峰刚参加工作

时也如“门外汉”一般，常常因为对

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污染治理等

情况不熟悉，导致工作效率迟迟上

不来。此后努力钻研专业知识成了

他的重点。“不懂就问，请教老同志

老前辈，经常往企业跑，熟悉他们的

生产工艺流程，然后慢慢就摸索出

了一套自己的经验和方法。”谢雪峰

说。

“污染企业对付环保检查很有

一套。现场行动时得跟他们斗智斗

勇，关键时刻不能打草惊蛇。”说起

执法一线的经历，谢雪峰打开了话

匣子。“污染企业最擅长跟执法人员

‘躲猫猫’、打时间差，他们会选择在

夜间或周末偷排。有一次，我们刚

走进一家企业的大门，迎面走来的

工人拔腿就跑。我们紧追上去发

现，工人是去打开此前停运的污水

处理设备。”谢雪峰说，面对这种案

件，他的秘诀是“错峰行动、顺藤摸

瓜”——利用凌晨停工间隙进入现

场提取证据，蹲守数月观察周边情

况，与附近村民建立联系，接到企业

违法偷排线索坐实案件后再采取行

动。

参加工作至今，谢雪峰已经在

这个工作岗位干了整整十年，这十

年里，他已经记不清自己跑了多少

趟企业，去了多少次现场。2011年，

綦江的一铁矿家属区饮用水源受到

污染，导致近7000人的饮水受到威

胁。接到情况反映后，谢雪峰和同

事一起连夜赶往事发现场，但途中

由于道路不通，便顺着河道抹黑前

行，在现场工作了7天后，终于调查

出原因，帮助大家解决了问题。

没有因为翻山越岭去现场而退

缩，反而正是因为这些困难险阻坚

定了做好一名“环保卫士”的决心。

从业十年时间，谢雪峰用脚踏实地

的工作态度走遍了綦江的企业和山

山水水，把自己从一名环保门外汉

变成了内行人，从行走路痴变成了

“活地图”。作为一名基层环境执法

人员，特别是担任副支队长职务以

来，谢雪峰带领全队执法人员通过

提高日常检查频次和开展夜间、节

假日突查等方式，加大环境违法行

为查处力度，查处了一大批污水偷

排、设施不正常运行等重点违法案

件和涉刑的重大案件。

“他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是

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在查

处违法排污现场总是冲在第一线，

为其他队员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

綦江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队员金文

勇佩服地说。

及时回应群众所思、所想、所

盼，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更加注重

“源头治病”，深入基层企业解决生

产和环保的矛盾，结合日常监管经

验，主动为企业提供指导和服务。

仅2015年新环保法实施以来，谢雪

峰就带领环境执法人员共计查处环

境违法行为 488 件，处罚金额 2420

余万元，切实有效地保障了群众合

法环境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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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勤华在文龙街道调研时指出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扎实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报讯（记者 陈正策 张斌）

11 月 6 日，区委书记袁勤华前往文

龙街道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对标对表学进去，用心用情讲出

来，落地落实做起来，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扎实推进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

实处。

在文龙街道新街子社区，袁勤

华走进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与社区

负责同志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主题

教育开展、流动党员管理、社区治理

等情况。袁勤华指出，社区工作直

接面对广大群众，是社会治理的基

本单元，要学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和创新社会

治理，推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格局。新街子社区基础条件

好，要积极探索，统筹整合辖区党建

资源，以党建工作创新推动基层社

会治理创新，着力提升基层治理实

效。

调研结束后，袁勤华主持召开

座谈会。在听取文龙街道和相关部

门负责同志的发言后，袁勤华说，近

两年，文龙街道聚焦主业抓党建、突

出服务保民生、敢于担当攻难题、肩

负责任防风险，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取得新成效，成绩值得充分肯定。

袁勤华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战略部署，为

我们基层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要对标对表学进

去，通过学习，让广大党员干部、基

层群众从情感上真正认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增强制度自

信。要用心用情讲出来，广泛开展

宣讲活动，深化全会精神阐释解读，

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学习贯彻氛

围。要落地落实做起来，结合全会

要求，扎实做好当前各项工作，把学

习贯彻成果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成效上。

袁勤华强调，区委二届七次全

会就文龙街道区划调整工作作了安

排部署，在区划调整工作期间，文龙

街道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

区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确保各项

工作运行有序不断档、服务到位不

掉链。要严守纪律要求，把纪律和

规矩挺在前面，用扎实过硬的作风，

确保区划调整有序推进、圆满完成。

当天，袁勤华还对通惠场老旧

小区改造进行了调研，实地察看了

拟设通惠街道办事处的办公场所建

设情况。

区领导关衷效、刘芳敏一同调

研。

本报讯（记者 石汉谋）11月6日，区长姜天波主持召开

区政府第6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綦江区全面推行行政执

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

度实施方案》。

会议首先传达了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了实施

林长制、完善养老服务、加强预算管理、推进高新区创建、中

新合作项目以及与重庆银行合作项目落地等近期重点工作。

就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会议指出，行政执法是行政机

关履行政府职能、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重要方式，是法治政

府建设的关键环节。按照市政府统一安排，完善“三项制度”

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透明、规范、合法、公正水

平。会议要求，相关部门务必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及

时研究安排具体工作，制定计划，打表推进，高标准高质量推

进“三项制度”建设。要加强统筹协调，区司法局牵头，其他

各有关单位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确保领导到位、责任到人。

要强化宣传引导，通过思想教育、业务培训、监督管理，切实

提高执法人员综合素质，同时通过加强法律法规宣传，提升

全民法律素质和社会法治水平。

会议听取了全区当前消防安全形势分析报告。会议指

出，当前我区消防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会议要求，工作责任

要再压实，区消防救援支队要强化统筹协调，开展督促指导，

适时开展实战演练，确保时刻处于战备状态；各部门街镇要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监管责任，切实加强对辖

区、归口行业及直管单位消防安全工作的检查和指导；相关

企业要保证消防投入，加强员工教育，把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落到实处。基础设施要再完善，坚持预防为主，强化隐患排

查，按照市级标准并结合我区实际，针对古镇、背街小巷等耐

火等级低、安全环境差的区域，加快推进消防设施改造，清理

整治堵塞、占用消防通道（车道）等违规违法行为。宣传教育

要再加强，将消防宣传教育纳入机关干部职业能力培训的重

要内容，全力提升部门、镇村的消防水平。要充分利用各种

媒体平台，广泛宣传用火、扑救、逃生等消防安全知识，提高

群众自防自救能力。

会议还研究了洪涝灾害防御预警系统建设、医保等工

作，听取了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等工作汇报。

本报讯（记者 成蓉 邓大伟）11月6日，南川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

任康纪强率队来綦，考察学习重大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区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前元，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红兵参加活动。

是日，康纪强一行实地参观了东部新城，了解了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打通镇、东溪镇分别介绍重大民生实事项目人

大代表票决制开展情况，刘红兵对全区重大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情

况作介绍，双方还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据了解，自重大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推行以来，全区各镇共征

集民生实事项目700余个，初定候选项目360余个，票决立项282个，投入资金

25.3亿元，涉及道路交通、人畜饮水安全、人居环境整治、文化体育设施建设等

方面，有效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盼望解决的难题。

康纪强对我区重大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他说，綦江区委、区人大、区政府高度重视，重大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

制实施依法规范，重视发挥人大代表的监督推动作用，把实事办好、好事办

实，为南川区人大提供了宝贵经验。他表示，南川区人大将认真学习借鉴好

的经验做法，积极推进重大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同时，希望

双方能加强联络、学习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南川区人大常委会来綦考察学习
康纪强王前元参加

本报讯（记者 刘琦 谢天骄）11月6日，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母明江为

区政协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各界别召集人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专题党课报告。市委巡回指导五组副组长程伟到会指导。

会议学习传达了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母明江结合学习领会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初步体会和自身思想实际、工作实际以及全区实际，从深刻认识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人民政协怎么开展好“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新时代新形势下人民政协该如何重整行装再出

发、贯彻新思想、干出新样子等方面，为全体参会人员上了一场生动的党课。

母明江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厚植思想基础，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中去寻方法、找指引，加强政协思想理论武装和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加强

政协同各界群众的联系，推动我区政协事业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要坚持

党的领导，牢记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宗旨，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刻领

会和回答好关系人民政协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要深刻检视查找，认清差距，

以务实态度、务实行动、务实措施，抓好工作落实、补齐工作短板，推动提质增

效；要学做结合，查改贯通，不断锤炼政治品格，砥砺初心使命，做到思想认识

到位、检视问题到位、整改落实到位、组织领导到位，扎扎实实开展好主题教

育。

区政协副主席褚洪春、牟伟、刘林、周宗容等参加。

区政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专题党课会议举行

母明江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