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0日起，隆盛镇人大在辖区17个村组织开展2019年民生实事群众

满意度测评。对测评中发现的满意率低于50%的项目，将督促政府采取措

施进行整改。

通讯员 李卓芳

近段时间以来，区民政局积极开展向农村建卡贫困户、城乡低保对象、

特困供养人员、孤儿等城乡困难群众送温暖活动。据悉，元旦、春节期间我

区将慰问困难群众47196人，发放慰问金250余万元。

通讯员 范柏林

交通部门积极应战春运
本 报 讯（记 者 黎 梨 赵 跃

廖静）1月10日，2020年春运正式拉

开大幕。为确保今年春运顺利开

展，我区铁路、公路客运部门多措并

举，全力以赴应战春运，保障市民平

安及时出行。

记者在綦江汽车站看到，公安

部门在现场增设了宣传台，向过往

旅客宣传交通安全知识。与往常相

比，汽车站售票厅和候车厅的客流

较平时并没有明显变化，以学生和

返乡农民工为主，现场秩序井然。

“我们新增6台自动售票机，新

开 3 个人工售票窗口。此外，还准

备了18台储备运力，全力确保春运

期间旅客安全顺利出行。”綦江汽车

站客运科副科长康夏茂如是说。

据渝贵铁路綦江东站工作人员

介绍，随着春节临近，到达旅客将会

逐渐增多。与往年不同，今年旅客

出行不再需要购买纸质车票，只需

要网络购票，使用居民身份证即可

进站乘车。

与此同时，春运期间綦江东站

还在候车室设置了“感动重庆服务

台”，并配有拐杖、轮椅、购票指南

等，为旅客的出行提供方便快捷安

全的服务。

此外，铁路部门提醒，由于春运

旅客较多，建议旅客至少提前30分

钟进入候车室等候乘车，车站将在

开车前5分钟停止检票进站。为了

快速通过安检，旅客可携带行李总

重量不得超过20千克，儿童为10千

克。严禁携带匕首、三棱刀、带自锁

装置的弹簧刀等管制刀具，以及可

能危及旅客人身安全的利器、钝器

等其他器具。散装类酒水也不能通

过安检进站上车。

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新闻热线87265555 经宣热线85892258 投稿邮箱qj87265516@126.com 綦江融媒体通讯员QQ群610757452

2020年1月14日 星期二

本版主编：龚小芹 组版：马诗奇

22QIJIANG RIBAO

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 石汉

谋）日前，永新镇建环中心工作人员

来到该镇三溪村三会河边，查看新

修复和铺设的污水管网运行情况。

据悉，以前三溪村污水管网长

期受到河水浸泡冲刷，造成部分管

网破损，不能正常运行。同时，新迁

入的几十户居民所产生的生活污水

未接入管网，导致三会河被部分污

染，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该镇

建环中心了解到该情况后，立即着

手开展工作。

“在摸清楚具体情况后，我镇立

即制定方案，并联合区生态环境局

等部门，于去年 8 月下旬对破损管

道进行修复。9月底修复工作全部

完成。”永新镇建环中心主任程铁芳

介绍说：“我们修复管网 780 余米，

新铺设管网 640 余米，将新住户生

活污水接入管网，同时对河边管网

四面浇灌进行加固，对过河管网进

行架桥架高，保证河水不侵蚀管

网。”

而三溪村也同步开展了相关工

作。三溪村党支部书记刘龙介绍，

该村对居民聚集点施行人工生化池

和人工湿地，集中处理污水，对于散

户采取三格式化粪池处理污水，保

障了污水处理率达100%。

接下来，永新镇还将继续加大

对群众的宣传引导，强化农村生活

污水的收集处置措施，加强对污水

处理设施的巡查维护，确保管网正

常运行，并继续推进农村污水处理，

逐步提高农村污水收集处置率，为

群众营造一个和谐美丽的生活环

境，助推乡村振兴。

永新镇

出实招“抹”去生活污水

本报讯（记者 成蓉 邓大伟 实

习生 李韵佳）1月10日，“千名师生书赠

万副春联”助力脱贫攻坚活动正式启动。

当天，南州小学、营盘山小学、实验一小等

8所学校近300名师生在营盘山广场现场

书赠春联，为广大市民送上新春祝福。

“和顺一门有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

“百世岁月当代好，千古江山今朝新”……

记者在现场看到，书写台摆放整齐，翰墨

飘香，各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不畏严寒

挥毫泼墨，为市民免费写下一副又一副春

联。

“往年的春联都是买的，今年是这些

老师和学生现场手写送的，感觉很有意

义。”一副副红红的春联悬挂路边，吸

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赏挑选。市民余

勇精心挑选了两副准备拿回老家贴

上，他说，今天收获的不仅仅是两副春

联，还有师生们满满的祝福。

“看到自己写的春联被大家选走，

感觉很开心。”营盘山小学六年级学生

王艳说，自己最初接触书法是在三年

级的必修课上，后来因为感兴趣便一

直在学习，今年能参加“千名师生书赠

万副春联”活动感觉很幸运也十分珍

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祝福送给更

多人。

据了解，接下来，“千名师生书赠

万副春联”助力脱贫攻坚活动还将走

进各街镇、社区以及贫困户家中，把党

的关怀送进千家万户。

“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开展

这个活动，既为大家送上了祝福，也对

师生学习成果进行检验，希望通过这

个活动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学习、传承

书法艺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区文

龙教育督导责任区副主任陶晓芸介

绍，该活动已在我区持续开展10年，累

计免费书赠春联数十万副。

书春联 送祝福
“千名师生书赠万副春联”活动启动

市民正在挑选春联 记者 成蓉 摄

师生现场手写春联赠市民 记者 成蓉 摄

欢欢喜喜迎新春

（上接1版）张轩说，市人

大常委会将坚定人大工作正

确政治方向，坚持把政治建

设摆在首位，始终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切实提高立法质量，围

绕实现高质量发展抓好高质

量立法，围绕民生和社会治

理抓好惠民立法，围绕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抓好弘

德立法；做深做实监督工作，

综合运用好各类监督形式，

强化跟踪问效，提高监督实

效；依法开展决定任免，继续

探索基层民生实事项目人大

代表票决制，不断提高任免

工作规范化水平；持续深化

代表工作，深化落实“两联一

述”制度，坚持开展“主任接

待日”活动，推进全市人大代

表之家（站、点）规范化、常态

化运行，注重发挥代表在上

下联动监督中的重要作用，

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诉

求，继续推行代表建议办理

“两次评价”、网上公开等做

法；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坚持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巩固深

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成果，更加注重对区

县、乡镇人大工作的联系指

导，密切工作协同，进一步提

升全市人大工作整体实效。

张轩最后说，让我们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

坚强领导下，只争朝夕，不负

韶华，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不断开创我市各项事业发

展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

临萍、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贺恒扬分别作了工作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市第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选举办法。

部分市领导、市人民政

府秘书长、重庆大学主要负

责人和部分老同志应邀在主

席台就座。

在渝第十三届全国人大

代表，市人大常委会有关部

门负责人，市人民政府组成

部门负责人，市级有关单位

负责人，市各中级人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各分院负责

人，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央在

渝有关单位负责人，不是市

人大代表的区县（自治县）党

委、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

监察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列席

会议。

外地省级人民政府驻渝

办事处负责人，外国驻渝、驻

西南领事机构官员，部分社

区负责人，部分企业负责人，

部分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负

责人旁听会议。

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 石

汉谋）日前，由区文化旅游委主

办的“美好綦江”系列文创产品

发布会在重庆南滨路商圈举

行。登纽约时装周走秀款服装、

綦江二十四节气绘本、綦江山水

间茶具等多款文创产品集体亮

相，引来大批市民围观。

在綦江喝茶聊天，养花弄

草，惬意生活，是亲近生活本质

的度假方式，是回到黄葛树下老

家的寻根之旅。发布会当天，茶

艺表演师用“綦江山水间”茶具

为现场市民呈现了一场充满綦

江山水气息的茶艺表演。

与茶具一同亮相的还有去

年曾登上纽约时装周的綦江文

创服装，以及綦江二十四节气绘

本。綦江文旅元素时装于去年9

月登上 2020 春夏纽约时装周舞

台。该系列服装由区文化旅游

委与中国独立服装设计师杨露

联名设计。纽约走秀的舞台上

綦江元素大放异彩，吸引了全球

目光。这是重庆首个文旅文创

登上世界四大时装周。

綦江二十四节气绘本将綦

江文化、旅游与中国传统文化相

结合，在介绍旅游目的地的同

时，还展示了綦江的风土人情、

优美的风景和丰富的物产。绘

本图文并茂、生动形象，既能帮

助孩子们学习农业知识、气象知

识、旅游知识、风俗习惯，扩大孩

子们的知识面，加深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綦江历史文化的了

解，从小树立文化自信，增强热

爱家乡的感情，也能让游客更加

了解綦江的美景、美食。

“我是奔着这个茶具来的。

这款茶具外形简约，画面蕴藏綦

江山水，令人赏心悦目。”40岁的

重庆市民李乾照表示，平时喜欢

喝茶，对茶具要求颇高。他说：

“能够收藏一套綦江文创产品，

觉得非常有纪念意义。”

“以这样全新的形式推广綦

江的历史文化、美景美食是我们

文化和旅游融合的新尝试。希

望大家能够通过文创产品，以点

带面，以小见大地感受美好綦

江。”区文化旅游委工作人员介

绍说。

“美好綦江”系列文创
亮相主城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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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辰辰）1月13

日，康复机构认证委员会（CARF）

组织专家前往綦江爱康医院，对该

院相关资质进行为期 3 天的考察。

若成功取得认证，爱康医院将成为

西南地区首家获得国际康复质量体

系认证的民营康复医院。

康复机构认证委员会（CARF）

1966年在美国成立，是私立、非营利

性的健康与人类服务认证机构，认

证领域包括老年病学服务、少年和

青年服务、医疗康复等，被认为是国

际康复机构质量“金标准”。

据悉，爱康医院一直以来秉承

“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正不

断构建更加全面、系统的康复治疗

体系。

康复机构认证委员会（CARF）

考察官查看爱康医院患者反馈记

录。

爱康医院迎来CARF认证考察

本报讯（通讯员 杨昌美）去

年，区人力社保局合理开发公益性

岗位2040个，助力脱贫攻坚。

据悉，开发的公益性岗位主要

包括保洁、治安、护路、护林、管水、

扶残助残、养老护理、基层公共社会

服务工作等类型，充分发挥公益性

岗位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农村

的作用。截至目前，累计结存公益

性岗位2040人，其中安置建档立卡

贫困人员1022人，贫困人员占比达

50.1%，解决了部分贫困劳动力就地

就近就业的问题。

我区开发2040个
扶贫公益性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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