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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玉欣：在平凡岗位中践行交通人的担当
本报记者 成蓉

綦江日报举报投诉电话 87265555

马玉欣（右一）在施工现场设置安全警示绳 通讯员 杨奇 摄

“警戒线拉起，标识标牌要贴

好。”近日，綦江北互通连接线项目

征地拆迁中最后一栋房屋顺利拆

除。工作的顺利推进并没有让负

责拆迁工作的马玉欣松懈下来，他

继续关注着每一个细节，认真做好

最后的收尾工作。

“做好是我的本职，做不好是

我的失职。”马玉欣是区交通实业

集团质量安全部部长，也是一名共

产党员。原本他的岗位职责中并

没有征地拆迁这一项，但当人人都

不愿意接手綦江北互通及其连接

线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这个“烫手山

芋”时，他主动请缨加入拆迁工作

队。

与高速公路、铁路、天然气等

相关单位协商，一次协商不拢就两

次、两次不行就三次；挨家挨户走

访群众，徒步前行一走就是两个小

时，多的时候一户要走十多趟……

马玉欣虽是征地拆迁“新手”，但干

起工作来尽心尽力、吃苦耐劳、毫

无怨言。

“其实征地拆迁工作也并没有

想象中那么难，主要还是要有耐

心。”在走访群众时，马玉欣始终保

持谦虚的态度，在同群众拉家常中

树立良好形象，在吃透政策的前提

下站在群众角度，切实为群众着

想，获取群众的信任便是他顺利推

进工作的“法宝”。

一次，挖掘机在驶入施工现场

的途中被当地3名村民拦截，收到

消息，马玉欣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这条机耕道是我们三家人自

己掏钱修的，挖掘机过上过下要压

坏，不能过。”“老乡，你们说的我们

都理解，我们保证如果这条路被压

坏了，我们一定会修好的。”面对村

民强硬的态度，马玉欣只好以柔克

刚。向村民再三保证、同村民介绍

工程、给村民谈工程建设有哪些好

处，站在挖掘机前的整个下午，马

玉欣虽早已口干舌燥，但对村民的

热情却从未减退。

聊着聊着，村民与马玉欣化

“敌”为友，最终，村民们不仅表示

理解支持工作，还热情邀请马玉欣

到自家吃晚饭。

一直以来，踏实工作是马玉欣

坚守的初心。这些年，无论是对待

征地拆迁还是工程质量监管工作，

他总是不屈不挠、一丝不苟。对现

场施工安全防护措施，他认真检

查，并仔细翻阅安全记录，耐心宣

传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两年来

他监管的工程从未发生过一起安

全事故。

在工作中，马玉欣用热情承接

对方的冷落，用温柔化解矛盾与纠

纷，在平凡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兢

兢业业，以实际行动肩负起了交通

人的使命担当。

我区举行2019年度
法治理论知识考试

日前，区卫生健康系统“送医送药送健康”服务队来到赶水镇官田村，为当地村民开展义

诊和健康扶贫政策宣讲。图为赶水镇中心卫生院医务人员为官田村贫困户杨志伦讲解体温

计使用方法。 通讯员 陶涵 摄

本报讯（记者 刘琦 石汉谋）11

月 9 日，我区 2019 年度法治理论知识

考试在南州中学举行，全区161名领导

干部参加考试。

据了解，本次考试主要采取集中

抽考学习考试和网络学习考试两种形

式。学习考试主要内容为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市委

关于加强法治和德治工作的实施意

见，《宪法》、2018年宪法修正案，《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以及

2019年市级各部门年度普法责任计划

确定重点学习宣传的法律法规等。

“集中抽考考试时间是 11 月 9 日

上午9：30—11：30；网上学习考试时间

为11月4日—12月4日，由各单位按时

组织本单位、本系统职工参加学习考

试。”区普法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进

一步增强领导干部法治意识，凡是参

加现场笔试的领导干部还要在年内参

加一场由区普法办组织的旁听庭审活

动，零距离接受法治教育。”

区政协副主席李北川到场巡考。

本报讯（通讯员 张平贵）“重庆

火锅调味主要分为炼油、炒底料和掺

汤调味三步，炼油需要准备好色拉油、

牛油、花椒和豆瓣等材料，特别是油温

要控制好……”日前，重庆火锅调味技

能考核在丁山镇观佛村进行，该镇 34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参加培训结业考

核，全部通过并获得了重庆火锅调味

专项技能资格证书。

据了解，本次技能培训聘请了具

有火锅调味专业资质的老师为学员授

课。培训内容主要包括火锅各种原材

料识别、火锅制作工艺及流程、火锅底

料炒制等。此外，还对食品安全有关

法律法规等进行了讲解。

近年来，我区创新扶贫“扶智”模

式，通过组织贫困户参加各项针对性

的技能培训，增强贫困户就业技能，构

建脱贫致富长效机制。有就业培训意

愿的重庆籍贫困家庭子女、毕业年度

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

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在户口所在地

街镇社保所报名登记后，即可免费参

加技能培训。今年以来，区人力社保

局结合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和企业用工

需求，先后开设重庆小面、乡村旅游等

扶贫专题培训班35期，培训贫困人员

991人。

“拿到重庆火锅调味专项技能资

格证书后，培训机构还会向区内食品

企业推荐优秀学员就近就业，工资可

拿到3000元/月。这样，我们全家脱贫

就有保障啦。”学员王定红高兴地说。

开展技能培训 助力脱贫攻坚
今年我区已开设35期技能培训班，培训

贫困人员991人

脱 贫 攻 坚 进 行 时

2017—2018年度
富民兴渝贡献奖选票

本报讯（记者 魏源森）

最近，晚上去沙溪河公园散

步、锻炼的市民发现公园内有

很长一段路的路灯集体“罢

工”，给市民造成了不便。

了解到情况后，东部新城

管委会立即组织人员对现场

进行勘察。经过勘察，工作人

员推测可能是由于电缆短路，

导致沙溪河公园内奥园水晶

城大门至世纪花城三期大门

段，约1公里河段两侧的70盏

路灯不能正常工作。随后，管

委会启动了问题处置程序。

“由于路灯线缆都埋在地

下，要准确找到被烧毁的电缆

位置，只能一段一段地排查。”

东部新城管委会市政科工作

人员说，逐段排查需要把地下

的管线一段一段挖出来，所以

耗费了不少时间。经过为期4

天的彻底排查，工作人员终于

找到了短路点，被烧毁的电缆

长度约10米，需要马上更换。

短路点找到了，又出现了

新问题。“我们找了很多地方，

都没得现成的线缆。”工作人

员说，路灯的电缆型号和规格

比较特殊，綦江本地没有现

货，只能从外地购买，由外地

经销商把电缆通过货运发到

綦江。

11月4日上午，线缆终于

运达綦江。工作人员第一时

间就对烧毁的线缆进行更

换。经过 5 个小时的紧张施

工，当天晚上，熄灭了近10天

的70盏路灯又重新被点亮。

沙溪河公园70盏路灯重新被点亮 本报讯（记者 向鸿升）

“双十一”消费狂欢 11 月 11

日 00：00 准时启幕，为吸引

消费者下单，各大电商各种

花式促销让人眼花缭乱。为

规范电子商务经营者行为，

保护消费者权益，“双十一”

前夕，区市场监管局召集区

内重点电商和网络销售平台

进行了行政约谈。

约谈中，区市场监管局

对电子商务经营者开展网络

集中促销活动提出了要求，

明确电商要依法依规经营，

平台要严格审核经营者资

质、积极落实治理义务、督促

经营者自觉履行促销活动义

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公

平有序竞争，并现场签订《綦

江区电商企业“双十一”规范

经营承诺书》。

面对“双十一”五花八门

的促销活动，区市场监管局

提醒广大消费者要理性消

费、科学消费，避免盲目购

买；要选择正规的网络交易

平台；要提前咨询、知晓规

则，付款前向商家确认清楚，

警惕虚假销售；要注意了解

并明确商家对于优惠活动的

种种前置条件；不要轻信网

站宣传和网络引擎搜索，更

不能轻信和点击来源不明的

网址链接；要注意网络交易

安全；要预留好快递时间，先

验货再签收；要注意保留消

费凭证，以备日后维权。

同时，区市场监管局还

提醒消费者，当权益受到侵

害时，应第一时间与卖家协

商处理，或向网络交易平台

投诉，也可以通过拨打网络

交易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管

部门、消协组织电话或当地

的12315电话投诉维权。

本报讯 近日，綦江市民王先

生在银行 ATM 机上存现金时，因

只顾着玩手机，分心大意，没有完

成最后一步确认操作便匆忙离开，

将现金遗留在 ATM 机器里，后来

被工行重庆綦江普惠支行的保安

巡查发现，几经辗转查找，终于找

到失主王先生，将现金如数归还。

工行重庆綦江普惠支行保安人员

拾金不昧的事，也在当地传为佳

话。

9 月 10 日凌晨 1 点，市民王先

生来到工行重庆綦江普惠支行的

自助银行存钱。王先生选择的是

无卡存款，在等机器清点现金时他

一直在低头玩手机，机器清点停止

后，没有确认就直接走了。

当王先生离开后没多久，工行

重庆綦江普惠支行的保安在例行

巡视的时候，发现 ATM 的出钞口

卡了一叠钱，他连忙将钱取出来，

见四周也没有丢失现金的人，随后

将现金仔细收好，等银行工作人员

上班后交给值班经理。

该行运营主管通过当天的监

控录像和 ATM 机日志，找到了客

户的卡号，又查到了客户的联系方

式，立刻电话通知客户，接到电话

的王先生还很诧异：“我当时只顾

玩手机，根本不知道钱没有汇到卡

上，幸好没有被其他人捡走，真的

太感谢你们了。”接到通知后十几

分钟王先生便赶到网点，将钱重新

存到卡上，对工行工作人员再次表

示感谢，还特意在该网点的意见簿

上表扬了保安拾金不昧的事迹。

据工行工作人员说，保安经常

捡到客户遗失的身份证、储蓄卡、

驾照、信用卡等，多年来数也数不

清了。保安发现后都会把现金和

银行卡上交，不少客户因此对保安

人员很熟悉，关系也很好，甚至有

客户表示要送礼品、送现金表示感

谢，都被保安婉言拒绝，“交还物品

并不需要别人的感谢，这是自己的

职责，更是自己的为人准则。”

原标题：男子存钱玩手机丢现

金 重庆工行辗转查找帮找回

据上游新闻

男子存钱只顾玩手机 钱没存上就走了
银行辗转查找失主完璧归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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