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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

“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

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

事业奋斗到底！江竹筠就是

这样一位钢铁般坚强的女性

……”11月28日，在区卫健委

“讲红色故事、讲卫生故事”宣

讲活动中，4名宣讲团成员用

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串联起关

于青春、革命、奉献的感人记

忆。

本次活动旨在根据“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目

标要求，使全区医疗卫生单位

进一步发挥卫生健康行业优

势特色，以守护健康践行职

责，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

宣讲活动中，来自区妇幼

保健院的李楠、重庆市医科学

校的陈思言、区人民医院的杨

涛和唐晨曦 4 名宣讲团成员

依次讲述了江竹筠、王良以及

发生在身边的红色故事。革

命先烈的故事激励人心，身边

的故事扣人心弦，现场观众无

不动容、掌声不断，纷纷表示

要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传

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精神，

为地区发展作贡献。

据悉，下一步我区各医疗

卫生单位还将根据本单位实

际，自行组织开展红色故事宣

讲和先进典型人物宣讲，将

“讲红色故事、讲卫生故事”与

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结合起

来，让全区卫生健康系统广大

干部职工受教育、有收获。

传承红色基因 发扬革命精神
区卫健委举行“讲红色故事、讲卫生故事”宣讲活动

今年赶水“草蔸”萝卜节耍事多
参加“草蔸”萝卜公园主题设计，最高奖金5万元

重庆市綦江区
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48号）

2019年11月29日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任命：

唐鹏程同志为重庆市綦江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重庆市綦江区人大常委会

2019年11月29日

重庆市綦江区
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49号）

2019年11月29日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任命：

黄 雄同志为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目同志为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免去：

张绍芳同志的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重庆市綦江区人大常委会

2019年11月29日

重庆市綦江区
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50号）

重庆市綦江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汤建权、刘焕章已调离我区，綦

江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接受了董国彪、陈东、梁枫、犹昌毅、

胡大章、李燕、令狐鞠慧、甘永红、犹元超、邱正强辞去綦江区第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职务的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汤建权、刘焕章、董国彪、陈东、梁枫、

犹昌毅、胡大章、李燕、令狐鞠慧、甘永红、犹元超、邱正强等十二位同志的代

表资格终止。

截止2019年11月29日，重庆市綦江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实有

340名。

特此公告。

重庆市綦江区人大常委会

2019年11月29日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

织法》《重庆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例》的规定，重

庆市綦江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唐鹏程同志为重庆市

綦江区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

重庆市綦江区人大常委会

2019年11月29日

重庆市綦江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唐鹏程同志为重庆市綦江区监察委员会

代理主任的决定
（2019年11月29日綦江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綦江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接受陈东同志辞职的决定

（2019年11月29日綦江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

织法》《重庆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例》的规定，綦

江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接受陈东辞去重庆市綦江区

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法制委员会委员的申请，报綦江区第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备案。

重庆市綦江区人大常委会

2019年11月29日

本报讯（记者 成蓉 邓大

伟）12月1日，赶水“草蔸”萝卜公

园第八届文化艺术节在石房村萝

卜广场开幕。当天共销售萝卜

2000余斤，实现收入约1万元。

“这个萝卜干麻辣中带着甜

味，吃起来非常香。”一大早，石房

村村民们便把自家的“土货”搬到

广场进行售卖。记者在现场看到，

萝卜、土鸡、鹅蛋等品种多样，其中

最受欢迎的就是萝卜干，村民赵福

英自制的40斤萝卜干当天全部销

售完。

除了购买“土货”，开幕当天的

重头戏就是拔萝卜活动。“老林，你

看我拔的这个萝卜个头好大。”“幺

儿，把萝卜拿着，我跟你拍一张。”

在萝卜地里，来自重庆主城的 50

余名游客沉浸在拔萝卜的喜悦当

中，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中午在农家吃了香甜可口的

萝卜宴，然后又到地里挑萝卜、拔

萝卜，今天过得很充实。”游客李纯

玉说，长期居住城市，难得能呼吸

乡村新鲜空气，体验采收，她非常

高兴。

“今年办节与往年有所不同，

整个节会将持续到 12 月底，期间

每个周末都将有主题活动吸引游

客前来游玩。”石房村第一书记尤

辅俊说，今年石房村还与重庆农投

良品有限公司合作，制定了古剑山

——石房村——东溪古镇一日游

旅游线路，把广大游客请进来，促

进萝卜销售，带动乡村旅游。

据了解，接下来，还将有萝卜

运动会、百姓大舞台、吃刨猪汤和

“土货”采购节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供游客游玩。12月1日至12月29

日，赶水镇还将在全市范围内甄选

“草蔸”萝卜公园主题设计方案，设

计要求包括基建规划布局及文化

氛围打造设计要围绕最具山地特

色效益农业和美丽乡村旅游双优

势的农业公园定位，设计需要体现

农事活动与休闲娱乐有机融合，能

带动萝卜产业园发展，能让广大游

客来得了、玩得了、购得了、留得

下、还想来。

此次“草蔸”萝卜公园甄选活

动，设置了一等奖 1 名，奖金 5 万

元；二等奖1名，奖金3万元；三等

奖2名，奖金1万元。全社会单位

或个人可将电子文件投送至邮箱

784752689@qq.com，也可将纸质

文件投送至赶水镇解放路 15 号

401农业服务中心，联系人为梅永

冬，联系电话15215168322。

本报讯（通讯员 丁学斌）近日，笔

者从区人力社保局获悉，我区四季度将

面向社会公招事业人员 54 名，其中公

开招聘49名，考核招聘5名。公开招聘

中镇属事业单位还定向2019年满服务

期考核合格未被录用为公务员的“村

官”招聘事业人员 9 名、村（社区）干部

招聘事业人员 5 名和户口在綦江的本

土人才招聘事业人员5名。

此次公开招聘采取网上报名方式，

考生可在 2019 年 12 月 11 日 9：30 至 13

日17:00期间登录綦江区人民政府官方

网站“网上考试报名”入口，提交报考申

请，报名截止缴费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18日，笔试时间于2019年12月29日举

行。

考核招聘报名从《简章》发布之日

起至12 月13 日结束，由考生直接到用

人单位现场报名或网上投递报名表到

用人单位联系人邮箱报名，采取结构化

面试（模拟上课）方式。

区人力社保局提醒各位考生，仔

细阅读公布的《简章》及所附《岗位一览

表》中招聘岗位的资格条件，严格按照

要求报名，实行诚信报考，未按要求报

名参考的后果自负，考生本人承担相应

责任。详细的招聘信息可登录重庆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查询。

我
区
四
季
度
公
招
事
业
人
员
五
十
四
名

本报讯（记者 刘琦 吴

明鸽）12月3日是国际残疾人

日。12月2日，在第28个国际

残疾人日到来之际，区残联以

“提高残疾人的参与度和领导

力”为主题，举办国际残疾人

日活动，动员人们支持维护残

疾人的尊严、权利和幸福。

活动现场，区残联组织医

务人员在区残疾人康复中心

免费为残疾人义诊，随后区残

联相关负责人走进康复中心

幼教班，对在读的 24 名残疾

儿童进行了慰问，送上了节日

的祝福以及书包、文具等慰问

品。

据悉，今年以来，区残联

组织召开健康义诊6次，服务

人群800余人，免费为残疾人

赠送轮椅等辅助器具558件，

安装假肢 53 例。接下来，区

残联还将对区内60名贫困残

疾人进行慰问，免费为他们赠

送轮椅等辅助器具。

当天，区残联还组织残疾

人代表学习了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公报和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

讲话以及相关论述。

区残联举办国际残疾人日活动

为残疾儿童送上节日祝福

游客开心地展示劳动成果 记者 成蓉 摄

品尝萝卜宴 记者 成蓉 摄

游客体验拔萝卜 记者 成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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