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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龙街道浸水社区

天然气通气了 居民也顺气了
本报讯（通讯员 段贵华）近

日，古南街道七旬老人郑锡成老人

和老伴儿一起来到綦江区市民服

务中心，将一封感谢信送到了不动

产登记窗口负责人的手中，感谢不

动产登记窗口工作人员在办理不

动产登记时，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和优质高效的服务。

原来，郑锡成老人于2011年在

古剑山购置了一套商品房，曾多次

找开发商要求办理房产证，并向相

关部门多次申诉，但都无果。

今年 10 月初，郑锡成老人带

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到区市民服务

中心，找到不动产登记窗口负责人

求助，要求办理房产证。不动产登

记窗口负责人耐心听取老人的诉

求后，立即落实窗口工作人员具体

负责此项业务。因时间拖得太久，

开发商己不知去向，办证问题成为

历史遗留问题。郑锡成老人的子女在外地工作，老

人行走不便，给资料证据收集带来了极大难度。对

此，窗口工作人员特事特办，主动与局机关档案室、

区法院等部门协调，最终获取了相关证实资料，正式

受理了此项不动产登记业务，并在规定的时限内，让

郑锡成老人领到了属于自己的不动产权登记证。

“真的太感谢他们了！”领到不动产权登记证的

郑锡成老人激动不已，于是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幕。

本报讯（记者 吴长飞

通讯员 曾碎秀）“杜书记，我

们这里终于开通天然气了，感

谢社区为我们协调，为我们解

决了一个难题。”11月11日一

早，文龙街道浸水社区居民王

贤春打电话给社区党总支书

记杜长其感谢说。

据介绍，浸水社区成立于

2010 年 10 月，是一个涉农社

区，由于城市建设的快速发

展，现在的浸水社区还有3个

农村居民组，常住人口有150

户，在2017年初有110余户居

民申请安装天然气，并向天然

气公司签订了协议，缴纳了安

装费，居民们都期盼早日能够

开通天然气。

“缴费后，由于迟迟不来

安装，居民意见很大，多次到

社区来反应，我们也多次找天

然气公司，有少部分居民要求

退钱，我们就协助他们进行退

钱。到 2018 年 4 月天然气公

司派来了施工队，在安装了

29户后，以工期紧为由，工程

又停下来了。”杜长其说。

今年3月，社区又到天然

气公司去协调，终于又开始铺

管道了。然而在安装了18户

后，要安装到4组中屋基的农

户家中，需要挖开横山公路，

从地下埋管过去，天然气公司

因开挖公路需要向区交通局

缴纳一笔费用，施工再一次停

了下来。

9月17日，文龙街道开展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后，浸水社区牢牢把

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

落实的总要求，通过召开院坝

会、马路办公和翻看问题登记

簿等方式，为社区主题教育列

出了问题清单，并逐个研究解

决。

“经过社区‘两委’班子研

究，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剩余

60余户居民天然气安装的事

情，我们首先向街道党工委进

行了汇报。”杜长其说，“街道

党工委书记立即联系天然气

公司负责人，从法律和群众的

利益角度出发，9 月 27 日，天

然气公司第三次来施工，元旦

之前全部完工通气。”

为民服务解难题，就是要

解决人民群众期盼的事情，群

众事情无小事，浸水社区党总

支不仅协调了此次天然气安

装，还组织党员志愿者帮助无

劳动能力的农户开挖燃气管

道沟，让每一名党员用行动践

行党员的先进性，让学习教

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

落实四项重点措施贯穿到基

层实际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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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罗娅）“你

好！请问一下，我考取了高级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师的证书，听说有什

么补贴，是吗？”近日，港华燃气员工

张馨尹向区人力社保局打来咨询电

话。

“请提供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

码，我们为您查询一下……是的，查

询到您名下证书属实，请在重庆市

就业网上自助申请技能提升补贴，

或者带上证书、身份证、社保卡到失

业保险科窗口申请。”

“好的，非常感谢！”张馨尹满意

地挂了咨询电话，随后她在重庆市

就业网按照系统提示填写资料进行

了申报。审核通过后，她将领取到

2000元职业技能补贴。

“像张馨尹一样考取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的，都可以领补贴。”据区

人力社保局工作人员介绍，申请职

业技能提升补贴，需同时满足两个

条件：一是在企业依法参加失业保

险，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12（含）个

月以上；二是在缴纳失业保险费期

间取得初级（五级）、中级（四级）、高

级（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

对于不同工种，补贴标准有差

异。一般紧缺工种补贴的标准是五

级 1000 元，四级 1500 元，三级 2000

元；非常紧缺工种补贴的标准是五

级 1200 元，四级 1800 元，三级 2500

元。今年以来，我区已发放技能提

升补贴4批486人，发放金额达80.4

万元。

工作人员提醒，申请技能提升

补贴有时限，需在技能等级证书取

得之日起1年之内申报。符合条件

的，登录重庆就业网或者前往区人

力社保局失业保险科申报。

考有技能等级证书可领补贴

一年内不申报，这笔钱将过期！

“敬爱的党组织，我收到了你们

寄给我的信件和学习资料，真诚感

谢党组织对我的关心！”近日，古南

街道文昌宫社区后山坡支部书记周

安国，接到了流动党员王荣华发来

的微信。

随后，社区党委书记龚相朝也

接到了王荣华的电话，他说：“我身

居他乡多年，之前一直都自觉学习

习总书记的讲话和论述。党组织没

有忘记我，我一定更加认真学习，情

系家乡建设，关注家乡发展，发挥带

头作用，展示共产党员风采，学以致

用，不辜负党对我的关心！”

原来，王荣华是该社区后山坡

支部的一名流动党员，现在四川成

都务工。10月下旬，王荣华收到党

组织寄给流动党员的“大礼包”后，

带着激动的心情向党组织表达了自

己的拳拳爱党之心。

自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文昌宫社区

逐步摸清流动党员底数，做细做实

摸底工作，建立了流动党员管理基

础台帐，从源头上把握流动党员动

态，并适时更新，夯实流动党员管理

基础。

龚相朝介绍说，该社区党委下

设 6 个党支部，现有 178 名党员，有

流出党员20名，流入党员8名，社区

党委坚持把流动党员的管理作为保

持党员先进性的一项重要任务，不

断改进对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和

服务。

据了解，文昌宫社区采用电话、

微信、短信、QQ、视频等多种方式，

由党委书记、副书记或党群专干每

月一次与每名流动党员进行联系沟

通，一方面向流动党员通报党组织

工作开展的具体情况，征求流动党

员的意见建议，通知他们参加党组

织的重大活动，促使他们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同时，向流动党员传达

组织关怀，关心流动党员的工作、生

活，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帮扶，并在传

统节日致以节日问候。

党组织有关心，流动党员有回

应。

11 月 1 日一早，刚到办公室的

龚相朝就收到了流动党员代汝贵的

电话：“龚书记，党组织的来信我已

收到了，谢谢组织的挂念哟！我虽

然身患疾病，不能回来上党课，但我

一定认真学习好《习近平关于“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和党章，

并在子女和周围群众中宣传好党的

方针、政策，跟党走、听党话，永葆党

员本色。”

今年85岁的代汝贵是文昌宫社

区水井沟党支部一名流动党员，有

着 66 年党龄，现长期住在重庆主

城。多年来，她已养成了定期与党

组织沟通联系、汇报思想和生活情

况的习惯。

80 多岁的流动党员、退伍军人

王积金经常打电话到社区党委，关

心询问家乡綦江的发展变化，就党

的政策、党内活动谈感想体会，他在

电话中说：“我虽然一直生病，不能

回到家乡，但我很关心綦江的发展

变化，关心社区当期有些什么重要

的工作在开展，作为流动党员，我请

你们经常给我摆谈一下綦江的情

况，随时给我讲讲社区的事！”

该社区党委副书记周芮向王积

金宣讲了文昌宫社区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为民服务解

难题，切实解决了南门路45号违建

房屋拆除、修建了中山路26号停车

位、为中山路32号更换了人行踩板

等 12 项老百姓所期所盼的问题。

“周书记，麻烦你们帮我缴一下

水电气费，我通过微信把钱转账给

你。”现如今，许多流动党员与社区

党委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把社区干

部当成了“自家人”。该社区党委通

过为流动党员热心周到地服务，体

现对流动党员生活上的关怀、帮扶，

党组织与流动党员之间的感情更加

深厚了。

文昌宫社区党委多年来坚持搭

建起流动党员与党组织沟通的桥

梁，以前是社区党组织定期问候流

动党员，如今己形成流动党员定期、

主动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动态、关心

家乡变化、聊家长里短的良好氛围。

龚相朝（前）在阅读流动党员发来的微信

把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做到流动党员的“心坎”上
本报记者 吴长飞 通讯员 刘雪秋

强化精准问责
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层层落实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李 凤 林）

2018年以来，区纪委强化精准问责，

对不担当、不负责、不作为、乱作为

等问题进行严肃问责，推动管党治

党责任全面覆盖、层层落实。

在实际工作中，区纪委着力严

肃问责、规范问责、慎重问责，综合

研判，全面考察，有效开展问责工

作。坚持实事求是、责罚相当，把党

内问责条例与党纪处分条例贯通起

来，准确把握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区别不同情况，综合运用批评教育、

诫勉谈话、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等

多种方式实施责任追究。截至今年

10月底，全区共对3个党组织、72名

领导干部进行了严肃问责。其中，

诫勉谈话 21 人，组织处理 41 人，纪

律处分10人。

同时，区纪委还十分注重关怀

信任、保护干部积极性，制定党员干

部履职尽责容错纠错实施办法，对

被问责的领导干部及时跟踪回访，

开展谈心谈话，促使其放下包袱、积

极作为。

山乡晨雾似水墨 近日清晨，中峰镇中峰村笔架山，晨雾缭绕，如梦似幻，行云随着山体漂移，宛如一幅

流动的水墨画，令人叹为观止。 通讯员 周维兵 陶涵 摄

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有她
（上接1版）

心系群众 当好贴心人

叶晓波时常跟社区干部说：“我

们社区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把居民的事干好了，就是干实事。”

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叶晓波永远把居民的事放在第

一位，是居民眼中的“贴心人”。

下水道堵塞了、房屋漏水了、老

人生病了、邻里吵架了……只要一

个电话打来，叶晓波便立即带领社

区干部了解情况、调动资源、采取措

施，尽力解决。据统计，社区已协助

疏通下水道、修缮房屋、调解邻里纠

纷、整治人居环境160余件。

90岁的空巢老人宋世珍，年老

多病，独自居住在一间潮湿平房

里。其养女远在成都生活，无法照

应。叶晓波对老人进行一对一帮

扶，平日嘘寒问暖，节日关怀慰问。

见老人的房屋漏水，她多次请人帮

忙翻修，直到问题解决。“叶书记经

常来看我，关心我，感觉很温暖！”宋

世珍老人感激地说：“多亏叶书记的

帮忙，我的房子再也不漏水了！”

而为解决社区失业人员和未就

业大学生就业问题，叶晓波主动摸

清就业需求，积极联系工作岗位，已

先后帮助50余人找到工作。

2017 年 12 月，社区党委成立，

党员增至 730 人。在第二批“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过程

中，綦齿社区率先建起了红色驿站，

由社区干部轮流值班为民服务，将

支部建在小区里，充分发挥小区党

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地为小区

居民提供服务。

如今，綦齿社区已成为我区“三

治融合”示范点和民生监察平台示

范点。叶晓波正带领社区干部在社

区治理中敢担当、善作为，为美好家

园建设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