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笔者从区人力社保局获悉，下月起，民办教师、放映员、林业员、乡

村医生等9类特殊人群的医疗补贴资金由原手工报盘发放方式改为社银发

放，让代发资金运行更透明，发放更高效，监督更全面。同时，特殊人群养老

待遇代发工作已于本月20日正式启动，涉及特殊人群2200人次。

通讯员 李伟

近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石角镇中心卫生院组织11

名党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意见建议73条，真正达到了红红脸、出出

汗、排排毒的效果。 通讯员 周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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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溪小区

困扰群众多年的“心病”治好了

本报讯（记者 魏源森）近日，

区城投公司收到来自沙溪小区业主

的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们为小区业

主治好了困扰多年的“心病”。这封

信背后有什么故事？

“一到中午晚上吃饭的时间，楼

下餐馆的油烟熏得我们不敢开窗。”

“每天夜深，楼下吃夜宵的吵闹声让

我们辗转难眠……”这两个问题，困

扰了沙溪小区居民许多年。

沙溪小区位于文龙街道沙溪

路，2014年小区商铺建成后被陆续

出租。

“这 49 间商铺有日用百货、汽

车配件、家具家电、还有几间是餐

馆。”区城投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小区的商铺产权归区城投公司

下属房产公司所有，商铺于2015年

初正式经营，由于位置临街附近又

有几个大型小区，商铺的生意一直

不错，尤其是几家从事餐饮的商户。

“从事餐饮的商户里有 3 家烧

烤店、1家中餐厅、1家小龙虾夜宵，

这 5 家店也是居民反映意见最多

的。”该负责人解释说，中餐馆最大

的问题是油烟大，油烟经常会飘到

楼上住户家中，而且夜间营业也存

在噪音扰民问题。

为了解决好群众反映的这些问

题，区城投公司主动承担起沟通协

调任务，积极与社区、环保、市政执

法部门进行沟通，分别派人到现场

进行协调。针对油烟过大的问题，

要求经营者对烟道进行改造；针对

夜间噪音扰民的问题，要求经营者

不得占道经营、不得营业时间过长，

做好“门前三包”。同时，定期组织

公司人员到现场进行巡查，确保餐

馆合规经营。

“每次沟通协商后，刚开始几家

店都执行得不错，但时间一长问题

又出现了。”该负责人说，经过反复

地沟通协调，目前已有 4 家经营者

搬离，剩余 1 家将在租约到期后搬

离。至此，困扰沙溪小区住户多年

的“心病”基本得到解决。

清晨6点，阵阵鸡鸣打破了古南

街道花坝村宁静的夜。和往常一

样，听到鸡鸣后，村民王华川和妻子

廖传珍利索地起床，开始为自家500

只五黑鸡准备“粮食”。

王华川夫妇是古南街道花坝村

村民。2014 年，在外地一家餐馆务

工的夫妻俩因照顾老人选择返乡创

业。起初，两人依靠打工学来的手

艺，做起了为村民办流水席的生

意。2018 年底，在花坝村驻村工作

队的支持下，夫妻俩主动参与精准

扶贫，带头养起了五黑鸡。

“养鸡既能赚钱，还能帮助村

民，为啥不养？”王华川说干就干，

2019年初，夫妻俩引进了500只五黑

鸡苗。

“五黑鸡毛、皮、肉、骨、内脏黑，

下的鸡蛋蛋壳绿，具有极高的营养

价值。”对于五黑鸡的优点，王华川

如数家珍。

养500只鸡不是简单的活，由于

没有经验，夫妻俩吃尽了苦头。

“之前我们最多养过30多只鸡，

大都是为了自己吃和送亲戚朋友。

一下子养500只，压力真不是一般的

大。”为此，王华川夫妇只好四处取

经。

“起初是自学，现在网络技术发

达，网络上有很多养鸡的教程。”然

而自学后，王华川发现，自家的鸡还

是时不时会出现拉肚子或者不吃食

的现象，“闭门造车终归是不行的”。

从三江到新盛，再到安稳……

前前后后跑了10多家养鸡场，王华

川耐心求学，花坝村驻村工作队也

积极帮忙联系区农业农村委专家开

展现场指导，夫妇俩的养鸡之路终

于走上了正轨。

“现在每周都要对鸡舍进行消

毒，每半月要为鸡打一次疫苗。”王

华川夫妇的鸡舍地处一片山地，鸡

时常上下觅食，以树为床，肉质劲

道；并以麸皮、菜叶喂鸡，五黑鸡生

长过程中基本不使用饲料，鸡肉鲜

嫩美味，回头客越来越多。

在自身发展壮大之余，王华川

夫妇还积极为村民传授养鸡经验。

“村里谁家养的鸡出了问题，都

来请教我。”王华川笑道。

一次，一位村民家里的鸡不吃

食上门请教。王华川到现场诊断发

现鸡“感冒”了，他立即给鸡打针，还

免费送了村民一些药。

除此之外，王华川还通过村委

会与古南街道50户贫困户建立了利

益联结机制。

“贫困户将鸡寄养在他这里，年

底贫困户能有200元的保底分红。”

花坝村第一书记柯晓娟介绍。

年关将至，王华川夫妇养的五

黑鸡也陆续出栏，“每只鸡卖100元，

现在卖出去了80多只，鸡蛋也卖了

2000多元了。”王华川笑道。

夫妻返乡创业养鸡 主动参与精准扶贫
本报记者 刘琦

王华川夫妇正在喂鸡 记者 刘琦 摄

《小鱼沱铁矿老火车站—綦江

铁 矿》、《中 国 第 一 批 汽 车 变 速

器》……11月28日，记者在“历史的

变迁——纪念綦江解放70周年”大

型图片展看到，315幅图片在黑白和

彩色间跳动，带市民穿越綦江70年

历史变迁。

参展摄影家
用镜头记录交通变化

照片可以定格瞬间，记录美

好。40多年来，区艺术摄影家学会

主席陈宗武始终紧握手中的相机，

走遍綦江的每一个角落，用心用情

记录着綦江发展的点滴。

“这300多张照片记录了很多綦

江的重大历史节点时刻，比如 2000

年重庆童家院子到綦江雷神店高速

公路的开工仪式，场面盛大，非常热

闹。”陈宗武回忆说，那时綦江没有

通高速公路，綦江人到重庆需绕道

210国道，耗时两个多小时。这条高

速公路完工投用后，綦江经高速到

重庆仅需40分钟，群众出行更快捷。

距拍摄《重庆童家院子到綦江

雷神店高速公路的开工仪式》已经

过去了19年，陈宗武感慨綦江交通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高

铁的开通，再一次拉近了綦江与重

庆的距离，助推綦江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

“渝贵铁路迎来送往，綦江北互

通及连接线建设项目施工如火如荼

……”70年来，我区围绕群众的所需

所盼，不断畅通交通“大动脉”、疏通

城市“毛细血管”，构建起了内畅外

联的综合交通枢纽。

观展市民
用感受述说城市发展

“历史的变迁——纪念綦江解

放70周年”大型图片展展期为2019

年 11 月 27 日至 2020 年 2 月 28 日，

315幅作品将立体展示綦江70年发

展的艰苦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

图片展开展两天时间，便吸引

了不少市民前去观展。“这些老照片

就是一个时光隧道，让我看到了綦

江的成长历程。”市民吴思利在一张

黑白老照片前驻足许久，心中感慨

万千。

“这张照片虽是黑白，仍然看得

出来这是一些破旧的老房子，跟现

在的高楼大厦比起来相差很远。”吴

思利说，随着很多品质开发商陆续

落户綦江，市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

大力改善。

市民曾红霞在三江街道居住生

活了几十年，当天她的思绪也被一

张《老三江》的老照片带回到几十年

前。曾红霞坦言，那时三江街道的

房子没有这么漂亮，公路也没有现

在宽敞，街道还有些杂乱无章，和现

在一对比，“老三江”仿佛经历一个

整容手术变成了“新三江”，发生的

变化翻天覆地，群众脸上洋溢着幸

福与满足。

提升城市品质，改善群众生活，

綦江一直在奔跑的路上。近年来，

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东部

新城已成功打造为城市会客厅，在

这里一座座品质小区拔地而起，一

个个商业综合体凝聚人气，一个个

重点项目加速推进，一张张笑脸越

发欢喜。

11月27日，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来到千山半岛小区，开展送法律进社

区活动。今年以来，该局已开展生活饮用水卫生、职业病防治法等宣传活动

两次，举行各种卫生法律法规培训7期，共发放宣传资料8000余份，培训800

人次。 记者 刘柳吟 摄

315幅图片带你穿越綦江70年
“历史的变迁——纪念綦江解放70周年”大型图片展正在展出

本报记者 成蓉 张斌

市民观看图片展 记者 成蓉 摄

11 月 25 日 ，国 道

210 线改线工程赶水段

玉荷大道正在加紧施

工。据悉，该项目全线

长 3.16 公里，车行道净

宽10米，工程总造价约

8627 万元，今年 9 月开

工建设，工期一年半，建

成后将大大缓解赶水场

镇交通压力。

通讯员 胡光银 摄

玉荷大道
加紧施工

区政协组织开展集中调研活动
60余名政协委员参加

本报讯（记者 杨子路）11 月

28日，区政协组织60余名政协委员

围绕“社会事业”开展集中调研活

动。区政协副主席刘林参加调研。

是日，政协委员们先后前往九

龙社区服务中心、水岸雅筑幼儿园、

九龙幼儿园、区中医院，实地了解我

区民办学前教育发展及民生实事完

成情况，并听取相关负责人的情况

汇报。

据了解，九龙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位于沙溪路山予城16号附74号，

接种门诊在半山国际沙溪社区居委

会楼下，为山予城、银海新城等社区

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缓解群

众看病难、看病贵，门诊人次较去年

同期增加23.99%。

区政协委员纷纷建议，在医疗

方面应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水

平，打造品牌形成特色，满足群众不

同层次的医疗需求。在教育方面应

不断提升保教质量，推进学前教育

普及普惠，满足人民群众对幼有所

育的期盼。

据悉，为开好区政协二届四次

全会，搭建委员知情明政平台，全面

提升委员建言献策能力和水平，自

11 月 19 日起，区政协围绕“工业经

济”、“农业农村”、“城市品质提升”、

“社会事业”组织开展了4次委员集

中调研视察活动，为委员们更好的

提出政协提案作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