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冬前后是秋收红

苕的忙碌时节，农民朋

友们抢抓天时挖红苕回

家，或制成红苕粉以备

售卖，或喂养家禽。图

为 11 月 6 日，郭扶镇梅

子村村民正在挖红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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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鋆叶鋆：用初心守卫城市和蓝天
本报记者 刘琦

区人大城环委调研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

共同守护綦江绿水青山
本报讯（通讯员 姚茂金）11月

6日，区人大城环委组织专委会组成

人员深入古南、三角等街镇林区，专

题调研松材线虫病防治情况。

当天，调研组先后实地察看了

古剑山、横山等地松材线虫病防控

现场，详细了解防控工作开展情况、

主要防控措施、疫情防控成效、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

调研组指出，松材线虫病严重

危及我区森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

必须要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调

研组建议，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全

面增强基层群众的防控意识，依法

依规推进防治工作；要强化源头管

理，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及时做好疫

木的全面清理处置工作，坚决防止

松材线虫病疫情扩散蔓延；要建立

完善疫情防治长效机制，进一步强

化措施，全面加强疫情监测，做到及

时发现及时处理，确保疫情防控工

作抓出成效，切实守护好綦江的绿

水青山。

本报讯（通讯员 王中萍）第二

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赶水镇通过建立“红色户

籍册”、寄送“红色礼包”、办好“线上

红色学习班”、搭建“红色初心践行

台”等措施，让流动党员在“红色旅

途”中不掉队、不“流学”。

建立“红色户籍册”，掌握“家

人”去向。扎实开展“组织找党员、

党员找组织”活动，通过入户走访、

亲友帮寻、党员互找、职能部门定向

排查等方式，全面掌握党员流动时

间、流动地点、工作单位、联系方式

等情况，同步落实党支部每月打一

次电话、每月汇报一次思想、每月走

访一次家属“三个一”活动，动态掌

握流向，让流动党员离家不离党、流

动不流失。目前全镇200余名流动

党员全部纳入第二批主题教育范

围。

寄送“红色礼包”，传递“家庭”

好声音。为方便流动党员学习，该

镇统一订购《习近平关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摘编》、党章

党徽，以支部为单位，连同区委《致

流动党员的一封信》等，以“红色礼

包”的形式及时寄送到 200 余名流

动党员手中，引导流动党员读原著、

学原文、悟原理，强化党员意识，坚

定理想信念，发挥先锋作用，以实际

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办好“线上红色学习班”，搭建

“家人”交流新平台。在镇党群办建

立流动党员服务站，在村级便民服

务中心设立流动党员联络点，在赶

水一居社区设立“农民工之家”，依

托 QQ、微信等把流动党员纳入线

上学习班，定期发布主题教育学习

内容和要求，围绕“守初心、担使命、

找差距、抓落实”四个主题，深入开

展学习讨论，目前 26 个党支部的

212名流动党员通过线上平台集中

学习交流 200 余次，进一步增强了

流动党员践行初心的思想和行动自

觉。

搭建“红色初心践行台”，展示

“家人”好形象。在流动党员群体深

入开展“服务他乡做贡献”“我为家

乡谏一言”活动，引导流动党员结合

自身实际，在岗位上争当先锋，展示

綦江党员应有的风采。同时号召流

动党员将在外务工所学知识和工作

经验带回家乡，为家乡的发展出谋

划策。截至目前，该镇收到来自全

国各地党员“游子”寄回家书100余

封、心得体会 50 余篇、意见建议 60

余条。

赶水镇

“红色旅途”让党员游子流动不“流学”

本报讯（通讯员 刘

静）11 月 6 日，在区人力社

保局人力资源市场，200 余

名退役军人风尘仆仆，他们

都是前来参加由区人力社

保局举行的“金秋招聘月”

退役士兵专场招聘会。

招聘会现场，红星物

业、炙焱动力制造、綦航钢

构等 19 家企业提供了保

安、操作员、安监、试验工等

25 种适合退役军人的就业

岗位 500 多个。在政策咨

询台前，区人力社保局业务

骨干为退役军人们提供职

业指导、技能培训、创业贷

款等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的

宣传和咨询，保证退役军人

就业有路、创业有门。

当天，入场求职人员达547人，现场与企

业达成就业意向219人，其中退役军人达成就

业意向80人。

区人力社保局负责人表示，举行本次专

场招聘会是扎实开展双拥工作的重要举措，

以帮助军人退役后迅速融入社会，找到合适

的工作。

据悉，除定期专场招聘会外，区人力社保

局还常态化举行每周三招聘会，向市场输送

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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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城乡管理工作者，只

要有耐心、够细心，总能得到群众的

认可。”近日，古南街道城乡管理中

心主任叶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自己甘愿当一名守卫蓝天、守卫

城市的环保卫士。

整治露天烧烤 让街面变靓

白天工作，夜晚休息，是大多数

人的生活常态。而对于叶鋆以及他

的同事们来说，夜幕降临，是另外一

部分工作的开始。

2018 年底，古南街道启动露天

烧烤摊整治。作为整治工作的排头

兵，叶鋆除了忙碌，还面临着压力。

“露天烧烤污染城市环境，严重

干扰市民生活秩序，每到天气转暖，

城市便呈现‘处处点火、街街冒烟’

的城市乱象，过往车辆、行人、居民

怨声不断，同时，因露天烧烤而引发

的不文明行为和社会治安问题层出

不穷，市民要求整治露天烧烤的呼

声越来越高。”叶鋆说，然而深夜卖

烧烤，多数摊贩也是因生活所迫，所

以在前去劝说的时候经常不被理

解。

摊贩们不理解怎么办？

“那就多去几次。”叶鋆笑道，

“我们初期摸排基本上都铩羽而归，

很多摊主直接不理你，面对这种情

况，今天去、明天还去，久而久之，他

们就会和善一些，大家也能坐下来

慢慢谈。”

晚上八九点，正是烧烤摊大卖

的时间，叶鋆就与同事们选择11点

之后，找正在收摊的摊贩交流，讲解

露天烧烤的危害。“加班到一两点是

常有的事。”

经过前期努力，2019年1月，古

南街道联合各社区共摸出88家夜市

经营户，其中露天烧烤摊48家，占道

经营户40家。

“光是和商户做思想工作不行，

还要为他们找出路。”叶鋆介绍，“我

们将情况反馈到街道，由街道主要

领导联系千山地产、康德地产等开

发商负责人协调洽谈规划选址和各

类优惠政策，规划了约5000平方米

左右的夜市片区，可容纳100余家摊

位。”

为确保整治工作不反弹，叶鋆

和同事们组建成了45人监察小组，

对划定管理重点区域和露天烧烤多

发、易反复地区，开展日间街面巡

查、夜间守点巡查，接到群众举报，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取缔，做到

日常监管常态化。

露天烧烤摊取缔后，古南街道

辖区内夜间市容环境、市民生活环

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拆除“蓝屋顶” 让蓝天更蓝

今年 6 月 18 日，城区“蓝屋顶”

“彩钢棚”“晴雨篷”违建集中整治启

动，叶鋆再次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街道主要负责指导社区，帮助

社区制定拆除计划。‘蓝屋顶’整治

需要社区和街道协力推进，难点在

于初期入户时居民不理解。”叶鋆

说，这部分居民都是“硬骨头”。而

叶鋆则专啃“硬骨头”，做通他们的

思想工作。

家住遇仙桥社区西炮台片区的

龚某今年80岁，社区工作人员在进

行入户统计时多次碰壁。了解情况

后，叶鋆与社区工作人员再次上门，

不出意外，几人铩羽而归。

虽然初次碰壁，但叶鋆并未就

此气馁，随即再次上门。“第二次去，

老人家开了门，我们和他讲解了拆

除政策和‘蓝屋顶’危害，但老人家

还是不太理解我们的工作。”叶鋆回

忆，“虽然老人不同意拆除，但态度

有所和缓，而且立场开始松动。”

城区“蓝屋顶”集中整治工作如

火如荼，叶鋆第三次来到龚某家

中。“看到附近邻居都在拆除，老人

家也最终同意了。”叶鋆笑道，“这种

工作，就是靠耐心。”

截至 8 月底，古南街道共拆除

“蓝屋顶”337户15000平方米。

取缔马路市场 让交通更畅

行走在百步梯，两侧商户拥挤、

气味浓郁的景象已然消失不见，取

而代之的是路面宽敞整洁、两侧墙

壁粉刷一新，令人心情舒畅。

百步梯依山修建，见证了綦城

发展变化、光阴岁月。而随着经济

社会不断发展，承载綦城记忆的百

步梯却被摊贩挤占，不复往昔。

“百步梯上面有好几所学校。

以前卖菜的、卖小吃的全部在百步

梯两侧经营，每到放学时，整个街上

挤满了人，出行很不方便。”一位家

住百步梯附近的居民回忆。同时，

因为沿街经营的摊贩很多在街边使

用煤气瓶，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今年7月，古南街道开展百步梯

百货市场集中整治，叶鋆和同事们

再次忙了起来。

“整治的难点在于对商户的劝

导。”叶鋆说，“百步梯小百货市场由

来已久，很多摊贩在此经营了上10

年，根深蒂固，较难劝离。”

随着整治开始，叶鋆便成了百

步梯的常客。

“上班地点距离百步梯较远，我

就下班来，每次找几户摊贩，和他们

聊，并讲解危害。”经过叶鋆以及同

事们努力，百步梯沿街200多家商户

终于同意搬迁。

“我们在河东市场、318商业街、

渝南市场帮助商户们找了新的经营

场地。同时，在搬迁时，也免费为他

们提供搬迁服务。”叶鋆介绍，古南

街道依托百步梯的历史文化以及蕴

含的城市记忆，打算把百步梯打造

成文化长廊。9 月 20 日，百步梯升

级打造工作已经启动。

凭借着耐心和细心，叶鋆已坚

守在城乡管理工作岗位多年，他说，

“居民们住得舒心了，出门安全了，

再辛苦，我也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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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融合”让村民从“不指望”到“抱希望”
（上接1版）“三治课堂”深

入田间院坝、开在公路边后，大

家抛弃以往怨声载道的形式，

换之摆事实、讲道理，将村里存

在的矛盾问题平心静气地谈。

“这条交通要道存在的问

题确实很显著，是我们的责

任。”玉龙村党总支书记万云刚

说，我们会及时向上级部门汇

报并争取立项改造。看着村干

部有诚意有担当，村民纷纷表

示理解，不再语言过激。

2019 年 2 月，这条道路全

部进行了硬化并加装安全防护

栏，村民点赞说，“我们很感谢

这一届村干部，他们为我们办

了不少实事。”

万云刚介绍，“三治课堂”

通过书记开讲堂、主任讲新风、

和议员讲故事等形式，不断敦

化旧习俗、厚植新民风。目前，

先后组织各类宣讲活动13场，

参与村民320余人。

此外，玉龙村还每年组织

开展“好婆婆、好公公、好媳妇”

评选活动，弘扬尊老、敬老、爱

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引导

村民争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践行者、家庭美德的传承者。

法治：让小事不出组
大事不出村

2019年3月，7组老人金世

芳到村办公室反映，自己有3个

子女，女儿外嫁桥坝村，两个儿

子对老人赡养问题相互推诿。

了解情况后，村“两委”一

方面让驻村律师给其子女讲解

相关法律法规，一方面村干部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做思想

工作。多方努力下，最终达成

和解协议：老人同小儿子共同

生活，大儿子和女儿每月支付

相应生活费。

在玉龙村，每月都有两名

法学会会员驻村律师到村工作

一天，每季度举办一次法治讲

座，村民遇到矛盾纠纷随时可

以获得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除了自治、德治，我们还

高度重视法治，三者的有机融

合，才能真正让群众安居乐业、

社会稳定有序。”朱松说，班子

重组后，村里大胆创新，探索建

立了律师驻村制度，协助村“两

委”处理涉法事务。

以前，玉龙村村干部不作

为，让村民诉求无门，村民逐渐

对干部失去了信任，以至于发

生矛盾纠纷村民选择集访、群

访的方式找出路，也正因如此，

提及玉龙村人，大家第一印象

便是“横”“凶”“歪”“恶”。

如今走在玉龙村的乡间小

路上，法治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公开栏宣传栏及时更新、安全

事项提醒循环播放……

“其实，我们也是淳朴的村

民。”对于外人的坏印象，村民

刘仕斌说，以前没人给大家宣

传法律，大家不懂什么是法，现

在好了，村规民约的制定以及

法治宣传活动的举办，让大家

更加知法、懂法、守法，遇到事

情也不再走极端。

“现在的玉龙村，许久没有

听到吵架声了。”村民娆在琴

说。

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 谢天

骄）11月8日，记者从我区2019年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推进会上

获悉，我区作为全市10个垃圾分类

示范区县之一，打造了全市首个主

城外区县生活垃圾分类示范项目和

全市首个设在购物中心的垃圾分类

科普馆，即千山半岛垃圾分类示范

小区、万达广场垃圾分类科普馆。

全区今年将完成建设146个生活垃

圾分类示范村和 1 个示范镇，将重

点打造“五沿”“两镇七村”区域的54

个示范村。

会上，三角镇、横山镇、永新镇

对各自农村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

作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和国务院对城市工作的决策部

署和市委、市政府关于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的要求，全力抓好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努力

打造具有綦江特色的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示范村，让乡村更美丽、生活更

美好、环境更宜居。

会议要求，各街镇要提高政治

站位，切实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迅速行动，抓部署、抓协调、抓推

进，进一步落实工作举措，确保按时

间、按要求、高质量完成目标任务。

要立足实际，创新运用方法，不断提

高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和

投放准确率。要因地制宜推行“可

回收物、易腐垃圾、其他垃圾”分类

法，引导村民将易腐垃圾就地堆肥、

沤肥、还田处理，在具备条件的地方

完善设施配备，统一规范运输车辆、

中转站点，落实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指导员职责，从源头上分类减量。

副区长杨治洪参加会议。

我区安排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今年将完成146个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