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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第一天，区农业农村委信

箱收到一封特别的来信。

这封信是古南街道百步梯文昌

巷69栋义务楼长任关华和几名居民

联名写的，为了感谢区农业农村委

的退休干部、老党员刘宗鑫。信中

说：“感谢你们培养出的好党员，心

里想着的都是老百姓，把大伙的事

儿当成了自己分内的事……”

近日，记者前往百步梯社区，实

地采访刘宗鑫。

退而不休，楼栋大小事他都帮

身材瘦削，身板笔挺，穿小巷，

爬楼梯，76岁的刘宗鑫步履稳健，精

气神十足。

“老刘，回来啦！”一路上，碰到

不少邻居，大家都热情地与他打招

呼，亲切地喊他一声“老刘”。退休

十多年，老刘一刻也闲不住，整天东

家事也管，西家的事也忙，按他自己

的话说，“只要是对大家有益的事，

我都干。”

一来二去，邻里对老刘都熟悉

起来，有啥问题都喜欢找他商量。

“老刘是党员，办事牢靠。”这是居民

们对老刘的评价。

“楼道的路灯全靠老刘才安起

的。”任关华告诉记者。

话音刚落，路过的居民张伟上

前搭话：“对的，老刘这件事情干得

好，现在进出都亮堂了。”

古南街道百步梯文昌巷是老小

区，楼道没有安装路灯，居民进出十

分不便。任关华说，起初他和老刘

合计了下，算上材料费和人工费等，

整栋楼安装过道路灯大概需要1500

元左右，平摊到各家各户，每户需要

出40元，但由于住户人员变动大，钱

虽不多，但总凑不齐。

这时，老刘站了出来。“邻居杨

刚是电工，我们给他做做工作，帮我

们安装下，剩下的灯具材料费，就由

我出。”在老刘的劝说下，杨刚同意

免费安装。一天后，路灯照亮楼道，

居民再也不用摸黑进出。

路灯安装只是老刘服务居民的

一个缩影。为楼顶改造施工队端茶

送水，起草楼规民约整治楼院，清理

垃圾疏通管道……在老刘的努力

下，楼栋大变样。老刘在楼栋来回

奔忙的身影，也成为小区里一道别

具特色的风景线。

不怕麻烦，完成楼栋通讯手册

小区事务繁杂琐碎，不是所有

事情都那么容易解决。楼栋里有不

少新租户，有的户主又在外打工，相

互之间没有联系方式，有急事根本

联系不上。

“因为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经常

出现漏水、爆水管，联系不上住户，

只能看着干着急。”任关华说，这种

事时有发生。

于是，老刘有了新想法，整理一

本楼栋通讯手册。熟悉老刘的住户

直接给了电话，但遇到不熟悉的新

住户，也会带着怀疑的眼光质问，

“要电话来干嘛？”老刘免不了一番

解释。为了尽快完成通讯手册，老

刘还会不定期在楼栋门口蹲守，询

问来往人员是不是楼栋住户。“好好

解释清楚，大家都很乐意把电话给

我。”老刘乐呵呵地说道。

去年11月，花了近半年时间，老

刘终于收集完最后一户的联络方

式。在此期间，楼栋发生过4起突发

事件，通过老刘整理的通讯手册，任

关华第一时间联系上住户，及时解

决问题，减少了居民的损失。“能帮

助到大家，花再多时间、精力都值

得，不麻烦。”能帮到居民，老刘很高

兴。

“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大贡献，

都是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能帮助到

别人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快乐。”老刘

说，作为一名老党员，这是他应该做

的，虽然已经退休了，但还是想为大

家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力所能及

地发挥光和热。

“老刘觉得是小事，但对我们大

家来说都是大事。”任关华说，“如果

社区里多几个像老刘这样的党员，

哪里还愁管理不好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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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可以，我也可以！”郭扶镇

建新村新龙湾二组的脱贫户邵正华

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也应了这

句话，他起早贪黑，埋头苦干，走上

脱贫致富路，成为全村脱贫致富典

型代表。

2014年，邵正华一家因病因学

致贫，成为村里第一批建卡贫困户

家庭。“镇上村里都对我们一家人很

关心，我自己也要努力才行。”邵正

华暗下决心。

一次，邵正华在给别人建羊圈

时突然想到，自己也可以通过养羊

致富，于是筹钱买了12只山羊进行

饲养。但很快他遇到了技术、资金、

劳动力等各方面的困难，一时陷入

了困境。

正在这个关口，镇兽医站技术

人员主动上门提供技术指导。镇上

还派人支招资金扶持和结对帮扶的

措施。很快，邵正华获得银行小额

信贷5万元贷款支持。

养羊需要人心细，还要能吃

苦。邵正华每天起早贪黑，与羊群

待在一起，观察羊的生活习性，研究

各种疫苗……逐渐，邵正华从一窍

不通俨然变成了“养羊专家”。“如果

羊在山上吃草的时候无精打采，它

肯定是感冒了。”邵正华笑着说。

“这几年，我中午几乎没有午休

过，但是看到有回报和收获，就是苦

点也值。”邵正华说，在帮扶责任人

张丽莉和其他镇村干部的帮助下，

他建起了正华养殖场，并在2018年

成功摘掉了“贫困帽”。目前他养殖

的山羊数量已经达到 160 只，还饲

养了12头猪、50只鸡鸭，还有15群

蜜蜂。2019年获得扶贫到户产业政

策补助3.5万元，年收入14万余元。

随着山羊养殖场规模的扩大，

邵正华还专门聘用了两名低保户作

为管理人员，带动他们就业共同增

收致富。

昔日贫困户 今成致富典型
本报记者 刘柳吟

邵正华正在喂羊 记者 刘柳吟 摄

战坚 决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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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而不休，闲不住的老刘有点忙
本报记者 张静

1 月 7 日，东溪镇在万寿广

场组织开展消防培训。培训中，

消防队员向居民们讲解了消防

知识，并手把手教大家使用灭火

器，提高居民们应对火灾和自救

逃生技能。

通讯员 程娟 摄

消防培训
强技能

“村便民服务中心边边就是卫生室，往后看病安逸了……”石角镇新农

村、民建村原卫生室均设在乡村医生家中，部分村民看病不便。石角镇与区

卫健委、石角镇中心卫生院经实地考察、征求意见，计划将两村卫生室改建

至村便民服务中心旁，消息获得群众点赞。目前，两村卫生室正在建设中，

建成后将极大改善村民的就医条件。 通讯员 周倩 摄

由四川省虎驰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綦江国家地质公园

陈列布展工程，现已全面完工。凡涉及该项目施工建设的所有债务

（含人工工资、材料供应、设施设备租赁等），请于本公告登报公示之

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到我司办理结清全部债权债务。逾期者，责任

自负。

特此公告

联系人：工程部

联系电话：13658085606

四川省虎驰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二0二0年一月九日

公 告

本报讯（通讯员 苟春梅）近

日，区残联在区残疾人康复中心举

行“关注残疾、冬送温暖”专项慰问

活动，向169名残疾儿童送上书包、

水彩笔、围巾等新年礼物，表达新年

美好祝福。

据了解，区残疾人康复中心是

市残联指定綦江区唯一残疾儿童定

点康复训练机构，2014年至今，该中

心共收治脑瘫、智障和自闭症儿童

1000 余人次，通过康复训练，已有

113名儿童进入学校读书，康复有效

率达 90%以上，患者满意度 95%左

右。

残疾儿童收到新年礼物

本报讯（记者 张静 通讯

员 代鑫）1月8日，记者从区农业

农村委获悉，2019 年度重庆市农

产品加工业示范园区示范企业名

单于日前公示结束，我区5家企业

获殊荣。

本次活动旨在激励全市农产

品加工企业和农业新型经营主体

提升初加工和精深加工水平，努力

营造促进全市农产品加工业快速

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通过园区

和农产品加工企业自主申报、区县

审核推荐、市级部门初审和专家评

审组评审，最终认定 3 家“重庆市

农产品加工业示范园区”和200家

“重庆市农产品加工业示范企

业”。其中，我区饭遭殃、多味多、

渝派、金星、金立方酒业等 5 家企

业成功入选“重庆市农产品加工业

示范企业”。

重庆农产品加工业示范园区示范企业名单出炉

我区5家企业获殊荣

本报讯（通讯员 张露萍）笔

者从古南街道获悉，2019年，该街

道以“三清一改”、农村垃圾污水治

理、“厕所革命”和违章建筑拆除为

重点，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率达95%以

上。

古南街道实施“美化、净化、亮

化”工程，提升农村村容村貌。完

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设施设备，配

备农村环卫保洁队伍 11 支共 71

人、垃圾箱桶1000个，新增餐厨垃

圾桶140 个，清理卫生死角500 余

处、沟渠 3 公里，清运垃圾 100 余

吨，清理废弃秸秆、农膜及露天堆

放农业废弃物4吨。

同时，以建立红黑榜、曝光栏

为抓手，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督

促、帮助贫困户做好清洁卫生，提

高农村颜值。

古南街道

出实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李洺影）去

年以来，为进一步推动乡风文明建

设，永新镇人大积极助力整治乡村

滥办酒席情况。

据悉，永新镇人大联合镇文化

站选择该镇罗家片区先行实施人

大代表助力乡风文明整治试点。

罗家片区人大代表带头签署操办

酒席村规民约，并动员片区群众自

觉遵守。其余片区人大代表也严

格遵守，并随时监督和帮助抵制滥

办酒席情况。

截至目前，在人大代表的带动

下，罗家片区组织召开村、组动员

会30余次，召开院坝会35次，入户

宣传动员300余次，签订操办酒席

村规民约700 余户。自去年12月

10日严格执行操办酒席村规民约

以来，罗家片区人大代表劝导制止

滥办酒席7次。

助力乡风文明建设 永新镇人大在行动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刘俊祥）“我郑

重承诺：自觉遵守党

纪法规，做家庭助廉

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1 月 6 日，安稳

镇松藻煤矿对 88 名

中层管理人员家属

开展家庭助廉承诺

活动，引导和激励管

理人员及家属知廉

守廉，筑牢家庭廉洁

“防火墙”。

当天，该矿管理

人员家属们集中观

看了廉政警示教育

片《蜕变的灵魂》，并

在《家 庭 助 廉 承 诺

书》上签下自己的名

字 ，承 诺 一 定 筑 牢

“内防线”，稳住“大

后方”，以好家风助

力矿区安全生产和

党风廉政建设。

据悉，家属们承

诺的内容包括自觉

抵制各种腐败诱惑，不利用家人的职权

谋取私利，不借红白喜事敛财，不违规

操办和参加“升学宴”“谢师宴”；不插手

家人工作，不干预企业物资采购和销

售、工程招投标，决不开办关联公司或

引入第三方围啃企业，不假公济私、化

公为私；督促家人严格遵守《中国共产

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

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相关规定共

八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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