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区城市管理工作另辟蹊径

鲜花夜市相映成趣

今年以来，工业园区积极组织园区企业参加由市总工会举办的网上劳

动和技能竞赛并创佳绩。截至10月底，园区荆江半轴、航墙铝业、赛之源齿

轮等30余家企业参加竞赛，取得了28个“月度之星”、3个“季度之星”的优异

成绩，展现了园区工匠风采。 通讯员 熊伟

11月1日，通惠卫生院组织党员干部前往文龙街道思南村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志愿义诊服务活动，对老年人或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居民进

行个体化健康教育，发放健康宣传资料，并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清洁房间。

记者 黄辰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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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 星期五

本版主编：冉静萍 组版：江琳雪

22QIJIANG RIBAO

龚洁：怀揣初心奔跑在施工一线
本报记者 成蓉

本报讯（记者 张静 通讯员

赵祥伦）日前，我区举行 2019 化肥

农药双减技术培训会暨农企合作对

接会，各街镇蔬菜、果树、中药材、花

卉、茶叶、食用菌种植大户等450人

参加。

培训中，区农服中心工作人员

就全区化肥农药使用情况，如何正

确认识化肥施用与面源污染、大气

污染、土壤质量和农产品质量的关

系，正确理解化肥农药的减量使用，

明确减量作物、减量对象，减量技术

路径、减量技术措施等方面作讲

解。重庆市微生物肥料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主任张良斌就生物有机技术

成果应用、有机无机肥料、微生物肥

料的种类、行业标准、养分含量、替

代使用、秸杆资源和尾菜处理综合

利用等进行了详细分享。

据了解，本次培训旨在进一步

提升綦江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控害技

术应用水平。接下来，我区将继续

扎实推进化肥农药双减工作，传输

科学管理理念，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助推精准扶贫、助力乡村振兴，促进

綦江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我区举行化肥农药双减技术使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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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静）11 月 6

日，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唐双福一

行来綦，调研我区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及辣椒、萝卜产业发展。副区

长蒲德洪陪同。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东溪镇永

乐村辣椒萝卜产业基地、福林坝高

标准农田建设现场、赶水草蔸萝卜

产业基地、重庆市饭遭殃食品有限

公司和重庆市凌汤圆食品有限公

司，详细听取相关情况汇报。

调研组指出，綦江区委、区政府

高度重视“三农”工作，认识有前瞻，

工作抓主动，重点显优势，组织保障

强，不断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优调

强，产业特色逐步显现。下一步要

立足地区优势，牢固树立“大产业、

大园区、大基地、大品牌”目标，以产

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要利用“渝

南门户”优势，以“特色产业+农旅融

合”的方式，探索高效生态现代农

业、乡村旅游业等融合发展的产业

道路。要强化统筹规划，完善基础

设施，提高配套建设水平，集中连片

建好高标准农田。要建立工作联动

与合作机制，强化协作配合，形成工

作合力，共同推动綦江农业产业化

发展。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冬天

冻出“高原红”、夏天晒成“煤炭

娃”……在亲戚朋友眼里，区交通实

业集团工程部施工管理员龚洁的工

作只能用辛苦二字来言说，但在龚

洁的眼里，只有历经一番日晒雨淋，

人生才有所价值。

龚洁于2015年到区交通实业集

团工作，曾做过计量员、资料管理

员，但这些不用日晒雨淋的岗位并

未让他心中荡起涟漪，直到2017年

他被调整到施工管理岗位，他才似

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我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每一份

付出都能看到结果。”龚洁对工作的

爱是热烈的、是真挚的，以致于起早

贪黑、寒冬酷暑他都忘记了疲倦。

协调数十组施工人员施工、查

看机械是否到位、处理各种突出情

况……龚洁的责任心很强，无论多

晚都会把第二天的工作安排妥当，

不管多难也要把图纸和实际施工间

的问题处理好。

2018年12月底，龚洁负责永新

梨花山景区公路改建项目。一天，

正当龚洁准备下班时，突然埋在地

下的老旧水管破裂了。

“水稳层马上就要铺到这一段

了，水长时间喷漏会造成路基损坏，

工期会被耽误；不及时处理，还会影

响当地村民用水。”当得知水管破裂

的消息，龚洁脑海里条件反射地想

到，于是，他立马将情况向有关部门

反映，协调各方人员前来抢修。

雨夹雪的晚上人们早已熟睡在

被窝，但龚洁和施工人员仍然奋战

在抢修一线，关闭水阀、挖出管道、

安装新管……待一切处理完毕，龚

洁回到家已是深夜12点过。

第二天一早起床，龚洁发现自

己脸部有些不适，但因为当时工期

非常紧张，他没有多想又一头扎进

了施工现场，直到现场的工作告一

段落，他才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面

部瘫痪。

经过住院治疗，龚洁的病情得

到了有效缓解。当听到新的任务又

来了，他提前出院，置身于新的工地

上。

三角镇中坝至乐兴、乐兴至吉

安的公路是乡村振兴示范路。在公

路改扩建过程中，因为要途经林区

又恰遇雨季，公路施工难度极大。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我们调借

了4台洒水车不间断除尘，并对生料

进行覆盖处理。为了不让雨季耽误

施工进度，我们采取分段流水施工、

平行作业等方式进行，同时，为赶工

期，在天气好时就‘5+2’白加黑的轮

班作业。”龚洁说，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最终该工程在国庆前完成了

工期的 90%，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工作很辛苦，有没有想过换岗

位。”“没有。”面对记者的提问，龚洁

果断回答。龚洁说，今后天冷了自

己就用手多捂一捂脸部，尽量注意

身体，不影响工作。

在平凡的岗位上，龚洁守护着

自己的那份初心，他很享受每一条

公路建完后的喜悦，也正是这种喜

悦鼓舞着他在一线继续奔跑。

市农业农村委调研组来綦调研指出

推动綦江农业产业化发展

近日，郭扶镇三塘村7组，青山连绵，晨雾升腾，农房静谧，当温暖的阳光照射山间，一

切显得安然而静美。

通讯员 肖七妹 摄山乡晨雾

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 邓

大伟）日前，区城市管理局结

合实际，组织力量对城区各夜

市摊点设置鲜花围栏，不仅解

决了城市管理“困难户”占道

经营的难题，还使城区又增添

了一道靓丽风景线——鲜花

与夜市相映成趣。

11 月 5 日，记者在黄远飞

大排档等夜市摊点看到，区城

市管理局执法人员正在结合

实际情况，用花箱隔离的方式

统一在每家夜市门前划定限

时摊区，有效划分经营摊区和

人行道区域，畅通居民出行道

路，也为商户留足经营空间。

同时，利用现有绿植盆

景，点缀临街绿化带，提升街

面整体环境品质。本次行动

共为 24 家商户设置共计花箱

长 300 米、宽 4 米，摆放花卉

613盆。

“这样一来，夜市商家占

道经营的现象明显减少，这些

路边鲜花与美食巧妙结合，还

为城市增添了活力与生机，我

要为綦江城市管理点赞！”市

民潘飞虎高兴地说。

记者了解到，整治夜市只

是区城市管理局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以

“城市品质提升”为实践载体

推出系列举措中的一方面。

今年以来，区城管局以

“8+1+2”专项整治、七大工程、

马路办公为抓手，会同部门街

镇加强城乡环境整治，牵头组

织开展城区屋顶违建集中治

理行动，持续深化停车秩序整

治，强化巩固前期街面秩序整

治成果，进一步提升市容环境

水平；组织开展周五环境卫生

大扫除、垃圾分类、城管执法

体验等志愿服务活动，召集部

门单位志愿者、网友志愿者共

同参与，进一步提升城市品

质；大力推进安全生产和隐患

排查治理集中攻坚行动，开展

城区市街绿化树木、户外广

告、市政设施、生化池、公园森

林防火等 5 个专项整治行动，

确保城市管理基础设施安全

运行。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按

照‘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的总要求，围绕党的

政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理

想信念等八个方面突出问题，

推进‘学研查改’贯穿始终，进

一步增强城管人主动作为的

责任意识、敢打硬仗的斗争精

神和埋头苦干的奉献意识，紧

密结合实际，对标对表高质量

开展主题教育，为建设‘山清

水秀美丽綦江’作出更多更大

贡献！”区城市管理局党组成

员、城管执法支队支队长贺琴

表示。

本报讯（记者 魏源森）“现在

开车走南门路通畅了。”近日，记者

在古南街道文昌宫社区南门路采

访时，不少市民反映。

位于古南街道半边街的南门

路全长1公里，是连接中山路和沱

湾的干道。2016年9月至2017年

5月，我区对南门路进行了扩建改

造，改造后，南门路由原来的双向

两车道变为了双向四车道，从一定

程度缓解了城区交通拥堵。

但南门路却留下了一处“瓶

颈”。这处“瓶颈”是一间两层的房

屋，位于半山公寓一侧，房屋占据

了一个多车道的位置，成为了南门

路上的一个堵点。

“每次开车经过这里，都要注

意减速绕行，路面突然变窄了，很

不安全。”市民陈伟说，这条路是城

区主干道，平常车流比较大，一到

高峰期就很容易拥堵，还经常发生

交通事故。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东部新城管委会进

一步梳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将该

问题纳入主题教育抓落实。

为进一步改善城区交通拥堵

现状，东部新城管委会联合古南街

道、区规划自然资源局，一遍又一

遍地研究相关政策，多次上门与业

主进行面谈，多次召开协调会研究

相关工作，最终获得了业主的支

持。

今年8月，这个制约南门路两

年之久的“瓶颈”终于被打破。目

前，这间横在南门路上的两层房屋

已经被拆除，工程队也为房屋占据

的路面铺设了炒油，南门路变得更

加通畅。

南
门
路
﹃
瓶
颈
﹄
打
破

双
向
四
车
道
更
畅
通

（上接1版）在太公村农户张绍

先家里，一幢干净漂亮的二层楼房

特别引人注目，不仅院子整齐洁净，

还有美丽的花坛、菜园。像张绍先

家一样，太公村许多农户的院子都

收拾得干净整洁，房前屋后再也看

不到以前的杂物柴草，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个简朴的石头花坛，里面种

的是农村常见的仙人球、美人蕉、草

花等植物。

“这个厕所安逸，有便槽、水箱、

装修得挺好，跟城里的一样嘛！”在

太公村党总支书记杨文双的带领

下，大家来到建卡贫困户熊开财的

家中。杨文双说：“这户人家的厕所

以前就是一个大粪坑，蚊子满天飞，

现在通过‘厕所革命’，改厕后面貌

焕然一新，跟城里的厕所没什么两

样”。

据了解，太公村把脱贫攻坚和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有机结合，在推

进“两不愁三保障”的同时，鼓励贫

困户整治庭院、田坎、便道，推进“厕

所革命”，从思想上、生活习惯上、生

活环境上把脱贫的干劲鼓起来，该

村今年成功改厕的农户接近40户。

当走进麻柳村张元芬家的院子

时，只见房前屋后花果环绕，三角梅

栽种出一条迎宾道，人行步道的梯

步上有减速带的标志，很有意思。

花坛里摆放了大大小小的鹅卵石，

形状各异，像一幅幅画儿。

“这些梯步是农户自己到铁路

上捡来的废弃石材，鹅卵石也是到

附近的河边去捡回来的，村里因地

制宜、就地取材，不搞高大上，只要

整洁干净，看上去舒适就行。”赶水

镇麻柳村党支部书记游永秀介绍，

麻柳村这种就地取材建设美丽庭院

的做法很受村民们欢迎，既不浪费

钱财，又能调动村民的积极性。

据介绍，赶水镇积分制工作正

在麻柳村和太公村试点，每个月评

一次分，不同积分可以兑换不同的

奖品，每个月积分最高者，还要发放

流动红旗。

该镇党委书记罗德宏表示，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相结合，将“难点”转

化为“亮点”。以太公村、麻柳村为

示范点进一步全面铺开，学习该村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好经验，提

高全镇的人居环境整治成效。下一

步，赶水镇每个村都要建立“积分

制”，让老百姓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地感受到环境整治带来的好处，进

一步提高他们建设美丽家园的积极

性。

“难点”变“亮点” 乡村变出“高颜值”

鲜花围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