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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 贫 攻 坚 进 行 时

安稳镇：发展“羊经济” 开辟扶贫新模式
本报记者 张静

农技专家“把脉”水产养殖
本报讯（通讯员 黄玉文）近

日，区农业农村委老年人协会农业

技术专家一行来到新盛镇石桥村水

产养殖基地，对基地发展和全区淡

水养殖产业建言献策。

据了解，新盛镇石桥村有两个

规模水产养殖场，一个是建于2012

年的綦鱼特种水产养殖基地，养殖、

年产淡水鱼、特种商品鱼 25 万斤，

年收入 230 余万元；另一个是新盛

镇鱼种繁殖场，始建于上世纪80年

代中期，是綦江第一个淡水鱼繁殖

基地，年产各种小花苗 6000 多万

尾，培育寸片规格以上鱼苗50万尾

以上，为綦江区水产养殖提供了基

本鱼苗保障。

退休老专家表示，新盛镇两个

规模水产养殖场在我区建设较早、

专业水平较高，有效推动了全区水

产养殖发展。多年发展取得的成效

有目共睹但弊端也逐渐显现：商品

鱼单产落后全市平均水平，鱼苗繁

殖设施设备跟不上产业发展需要

等。

“养殖塘库基础设施陈旧坏损

需要整修提档，商品鱼亩单产向全

市平均水平亩产2000斤看齐，是基

地急需解决的问题。”“水产养殖技

术更新换代快，随时关注产业发展

和技术方面信息，才能取得更好收

益。”专家们根据养殖场现在面临的

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建

议业主采用更加成熟的养殖技术模

式，适时调整鱼种品种、大小规格的

搭配等，增加水体的综合利用率扩

大收益。

石壕煤矿

健康先行筑牢职业卫生“防护墙”
本报讯（通讯员 罗喜林）近年

来，石壕煤矿高度重视职业病防治

工作，坚持“健康先行”，按照“以人

为本，规范运作，科学统筹，全面发

展”的总体思路，通过健全运作体

系，狠抓源头治理，全面提升职业健

康保障水平。

该矿建立完善了职业危害防控

体系和各项职业健康管理考核制

度，层层签订《职业危害目标责任

书》，把职业安全健康管理责任分解

到每个人，形成一级对一级负责的

管理模式。

为减少职业病的发生，该矿从

源头入手，在井下建立了完善的防

尘洒水系统，在全矿所有巷道都布

设了防尘管路，安设了净化水幕、转

载点洒水，做到了职业危害防治无

盲区，2019年全矿作业场所共设置

防尘喷雾 156 组，支架升降压喷雾

772组，割煤机切割喷雾14组，放炮

喷雾器11组。

与此同时，该矿设置完善监测

监控系统，在井下各产尘点安装粉

尘传感器 25 台，在打钻地点、密闭

墙、采煤工作面回风巷隅角等地点

安装一氧化碳监测传感器 120 台，

在有硫化氢气体的地点安装硫化氢

监测传感器 3 台，并接入地面监控

系统，对职业危害因素进行24小时

不间断在线监控。

此外，该矿坚持开展职工职业

健康体检和疑似病人的复查工作，

每年按规定对接触粉尘、噪音、振动

等职业危害因素人员进行定期体检

和职业病诊断，受检率和复查率达

100%，确保职业病及时发现，及时

治疗，有效预防了职业病的发生。

我区重拳整治白酒小作坊
查封白酒一万余斤

本报讯（记者 刘柳

吟 谢天骄）日前，扶欢镇

相关负责人为驻留当地的

流动党员们上了一堂生动

的主题教育党课。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扶欢镇针对流动党员

特点，创新工作方法，通过

建立工作台账、借力“网络

课堂”、寄送“红色包裹”、

组织“上门送教”等，确保

主题教育学习对象全覆

盖、不脱节。

该镇针对流动党员分

散、联系困难的实际，认真

对辖区内流动党员进行全

面摸排，严格核对流动党

员、流动党支部具体信息，

建立健全流动党员台账，确保教育成果惠及

每一位党员。大力引导流动党员下载安装

“学习强国”APP，开展“线上”学习交流、反

馈意见建议、分享学习体会等，增强流动党

员参与主题教育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同步

建立流动党支部微信群、QQ 群，及时在群

内向流动党员介绍主题教育开展情况，让远

在他乡的党员时刻参与到主题教育中来。

同时，为流动党员、流动党支部函寄主

题教育学习资料，按照各党组织主题教育活

动安排，分时段在微信群、QQ 群中征求流

动党员、流动党支部意见建议，结合电话联

系、手机短信等方式，与流动党员交流观点、

想法和建议，鼓励流动党员通过书面或头口

形式，开展学习体会交流汇报，广泛征集他

们对主题教育、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意见和

建议。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各级党组织牵头组

织专人前往各地流动党支部和流动党员较

多的地方，采取送“教”上门的形式，在异地

开展主题教育动员会、为流动党员上党课等

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同时注重利用

周末、法定节假日等时间节点，及时向返乡

党员发放主题教育资料，组织返乡党员集中

开展研讨学习等，确保流动党员一个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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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朱光伟）

“之前我们村环境差，村道荒芜

杂乱，整治过后村道干净整洁，

还修建了庭院，现在看起漂亮

哟。”日前，丁山镇石佛村3组村

民幸君看着焕然一新的新街感

慨地说。

今年以来，丁山镇以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为契机，大力开展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石佛村旧貌换新颜就是

全镇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提

升工作的一个缩影。

据介绍，该村投入 350 万

元，积极推进农村户厕改造，持

续整治房前屋后环境，开展星级

整洁庭院评比；新安装100盏太

阳能路灯，新硬化 10 公里入户

人行便道，硬化公路达到组组

通；配备垃圾桶 200 余个，垃圾

箱 8 个，保洁员定时清理垃圾；

对石佛新街两旁民居风格的廊

檐进行修复，立面改造 3000 余

平方米，添置花箱 200 个，重点

道路两旁种植鲜花2000余米。

“以前我们村是集体经济薄

弱村，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在

开展主题教育中，我们对照示范

村，认真找差距、强担当、抓落

实，下决心把村庄变得更美更

好。”石佛村党支部书记刘朝华

表示。在党员的带动下，村民们

踊跃参与村容村貌整治，掀起了

一场“乡村革命”。

活动中，石佛村群策群力，

通过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环

村道路、文化广场、微菜园、微花

园等，不仅使村容村貌得到了有

效改善，村民们的幸福感也在不

断增强。同时，这些改变和成效

还让石佛村成为丁山镇主题教

育抓整改落实的典范。

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丁山镇将继续发挥群众勤劳

进取、团结奋斗的精神，充分挖

掘各村特色产业，认真抓好人居

环境整治，坚持以主题教育促进

人居环境大变样、大提升。

丁山镇

主题教育促提升 人居环境大变样

最近一段时间，每天当清晨的

第一缕阳照向安稳镇上坝村时，村

民蒋世强就赶着一群黑山羊出门

了。

“看到那肚子大大的5只没有，

马上就要下崽了。”5只母羊，都是蒋

世强从协合生态农业公司借来的，

每天都细心照料着。

按照合作协议，母羊下崽、小羊

羔断奶后，蒋世强将母羊还给大户，

小羊羔就归属蒋世强所有，饲养的

小羊羔达到出栏标准时，安稳镇黑

山羊联合社还以高出市场价1元/斤

的价格统一收购。

不花一分钱，借一只母羊，小羊

羔生产断奶后再归还，羊羔的产权

就归属贫困户，这种“借羊下崽”的

扶贫新模式正在安稳镇兴起。

脱贫路上发“羊财”

近日，当记者见到蒋世强时，他

正放羊回来。

“这个方式好，低成本、高收益，

特别适合我这种缺少资金的人。”谈

起“借羊下崽”，蒋世强很兴奋。

蒋世强今年52岁，长期病魔缠

身，无固定收入来源，因病致贫。去

年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帮助下，蒋世

强通过扶贫产业补助和扶贫贷款，

开始发展黑山羊养殖。

“钱不多，刚开始就买了10多只

羊养。”今年6月，蒋世强养殖的黑山

羊陆续出栏，收益了1万多元。把钱

实打实地捏在手里，蒋世强心情格

外激动，更想着要扩大养殖规模，大

干一番。

机会悄然而至。今年7月，安稳

镇开始推广“借羊下崽”的扶贫新模

式。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蒋世强

从协合生态农业公司借来了5只怀

孕母羊。

“5只母羊，每年大概能下15只

崽，没有个六七千买不到。”蒋世强

越说越激动，过去靠着自己打点零

工，医药费都凑不够，还得靠政府救

济，现在通过养黑山羊，不但养活了

自己，还有了存款。

“明年，就能养到 50 头，一头

1500元，能收入7万多元，未来还会

有更多……”对未来发展，蒋世强充

满信心。

扶贫模式多样化

“借羊下崽”只是安稳镇扶贫模

式之一。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持续

深入，该镇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稳

定脱贫的根本之策，依托“安稳羊

肉”的品牌优势，将黑山羊发展培育

成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支柱产业。

“如果觉得‘借羊下崽’的周期

太长，贫困户还可选择‘借羊还养’，

半年不到就可以变现。”该镇相关负

责人介绍，养殖大户将黑山羊幼崽

借给贫困户饲养，提供技术指导和

回收，贫困户出售时只需按借时的

黑山羊重量还，超出部分大户按市

场价格补给贫困户现金。如果小羊

因病死亡，大户承担风险；如果是因

为管理疏漏导致死亡，贫困户才需

赔偿大户。

“借羊下崽”“借羊还羊”只针对

有部分和全劳力的贫困户，对于没

有劳动力贫困户，安稳镇试行“认养

山羊”管理，构建了紧密利益联结。

“认养山羊”就是贫困户购买小

羊，统一寄养在协合生态农业公司，

由公司统一管理，每年给予贫困户

保底分红200元，连续3年。当山羊

出栏变现后，从总价中扣除购买山

羊的成本归还贫困户。

“说白了，就是免费给贫困户每

年200元的补助。”该负责人表示，山

羊养殖过程全权由公司负责，若山

羊发生意外或死亡，均由公司承担

风险。目前，已经有67户贫困户与

协合生态农业公司签订协议。

扶贫模式多样化，给了贫困户

更多选择，增强贫困户“造血能力”，

产业扶贫活力源源不竭。目前，安

稳镇已引导贫困户养殖黑山羊1056

只，养殖 10 只以上的大户有 52 户，

还有5户贫困户注册了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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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精准问责
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层层落实

朱川为宣传文化系统党员干部上专题党课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 刘琦 黎梨）11

月 14 日，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

川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推

动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再上新台

阶”为主题，在区融媒体中心为全区

宣传文化系统有关单位 70 余名党

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专题党课。

在讲初心和使命时，朱川结合

自身学习体会，联系工作实际指出，

广大党员干部要全面把握“守初心、

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

悟初心明使命、守初心立使命、践初

心担使命，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要精准聚焦目标任务，把理论学习

摆在首位，以理论滋初心、以理论引

领使命，对党忠诚、善于作为、坚守

立场、保持本色，确保主题教育扎实

推进。

宣传文化系统党员干部怎样践

行初心和使命？朱川指出，要塑造

政治灵魂，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

自觉，努力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成效

增强“四个意识”，以真挚感情和真

抓实干做到“两个维护”；要把统一

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

的中心环节，强化大局观念、整体观

念、创新观念、斗争观念、法治观念；

要努力适应和引导“好过”转向“过

好”、“利益”转向“权利”、“参与”转

向“影响”的变化，更好满足人们对

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要不断增

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

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

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

村级公路
建设忙
近日，郭扶镇梅子村，村民

们正忙着完善村级公路回车

道。“现在时代好哟，政府把公路

修到家门口，家家户户出行都方

便，我们就投点劳力，当然要撸

起袖子加油干。”村民笑着说。

通讯员 肖七妹 摄

本报讯（记者 成蓉 通讯

员 罗璨）近日，记者从区市场

监管局获悉，自我区开展白酒小

作坊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已责令

整改白酒小作坊8家，查获无证

白酒加工点1家，查封白酒1万

余斤。

据了解，此次专项检查对象

主要为全区范围内所有白酒小

作坊、“小灶酒”。整治内容包括

无证生产加工、生产条件不符合

食品安全规定，用食用酒精、食

用香精香料勾兑冒充固态法白

酒，违法采用非食用物质、滥用

食品添加剂，未严格履行进货查

验、塑化剂污染、未按规定标注

标签标识等。

整治过程中，区市场监管局

执法人员对全区的散装白酒生

产业主进行全面摸排和调查，分

门别类详细登记和汇总，准确掌

握了全区白酒小作坊的实际户

数、区域分布、生产经营现状等

基本情况和数据信息，并建立了

小酒坊监管档案和台账，以此提

升对散装白酒生产监管的有效

性。目前，已经对全区208户白

酒小作坊全部建立了监管台账。

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该局还将本着对

消费者高度负责的态度，联合公

安、市政、环保等部门，加大对违

反禁止性生产加工行为的查处

力度，按“整顿一批、规范一批、

打击一批、取缔一批”的要求，扎

实推进白酒小作坊专项整治工

作。同时，希望广大消费者积极

参与监督，如若发现无证生产白

酒的“黑作坊”“黑窝点”以及“小

灶酒”等情况，请拨打投诉举报

热线 12315 及时向市场监管部

门投诉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