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家有一箱蜂群最近没有产

子了，还骚动不安，不知道是什么

情况，你们来给我看一下哦。”近

日，中峰镇新庄村蜂农金明全焦急

地向镇上求助。

得知此情况后，中峰镇产业发

展服务中心立马派人和镇上的养

蜂专家一起，到现场进行一对一技

术指导。“你这箱蜂群出现了失王

的情况，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介

入一只新蜂王，二是介入一个成熟

的王台……”养蜂专家认真分析了

问题，并帮助失王蜂群重新介王。

养蜂专家的到来，让金明全心

中悬着的大石头落了地。金明全

说：“幸好他们来帮忙，不然我真不

知道怎么办才好。”。

“以前自己也养过蜜蜂，但由

于经验和技术不足，最后的效果也

不好，现在我养殖蜜蜂底气更足

了，只要一出现问题就反馈给镇

上，镇上马上派人来指导，平时还

会不定期给我们培训，学得多了，

养殖效果也更好啦。”金明全说，如

今他养了 75 箱蜜蜂，经过科学的

养护，预计一年能产 1100 多斤蜂

蜜。

“在为群众办实事的过程中，

针对蜂农反映的问题，我们对其进

行整理归纳，并协调蜜蜂养殖专家

一对一进行指导培训，直至问题解

决。”中峰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

任王彬说。

其实，在中峰镇，不仅是群众

养蜂遇到难题政府要管，涉及群众

利益的方方面面，都有专人负责解

决。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

峰镇着力解决群众的困难事、烦心

事，通过收集、走访等方式对查找

的问题分类建立问题清单，制定整

改措施，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

做到即知即改、立行立改，限期整

改销号。

“我们把收集的问题分办给各

职能科室，办理时限一个月，如果

能立即办理的他们就直接给我反

馈办理结果，如果不能办结的他们

就形成计划方案，或者提出意见建

议，然后我们把解决进度反馈给群

众，最终提升我们的办理实效。”中

峰镇纪委书记黄丽说。

为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带动作

用，中峰镇全力构建“蜂巢党建”，

即以一名普通党员为一只“蜜蜂”，

一个党小组构成一个“蜂房”，数个

“蜂房”紧密相连构筑“蜂巢”成为

一个党支部，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及时、对症解决。

目前，中峰镇共收集到群众关

于安全隐患、便民服务、村居管理

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议意见

374条，并按照类别细分为13类，同

时形成计划清单。

“我们收集到的意见建议正按

照轻重缓急有序推进解决。”黄丽

表示，下一步中峰镇将紧紧围绕

“服务大项目 打造特色镇”的目

标，以“蜂巢党建”引领统筹为保

障，育先机、开新局，奋力创造新时

代甜蜜中峰发展新奇迹。

列出“问题清单”解决“急难愁盼”
中峰镇依托“蜂巢党建”着力解决群众困难事烦心事

本报实习记者 张梦寒

文 明 让 綦 江 更 美 好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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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周东梅 袁

沛沛）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区人力社保局认真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扎实开展“进乡

村、进社区、进企业，送政策、送服

务、送温暧”的“三进三送”活动，不

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将

学习成效转化为民服务质效。

近日，区人力社保局来到横山

镇开展“三进三送”活动。“老师我

的社保缴了15年怎么办？”“打工拿

不到钱找谁？”当天上午，虽然天空

下着蒙蒙细雨，但并没有挡住大家

的热情，纷纷前来咨询法律问题。

区人力保局工作人员也热情服务，

针对社会保障、就业创业、劳动仲

裁等民生问题进行耐心细致地解

答，把人力社保的政策送到了群众

家门口。当天，共为近1000名群众

提供了政策解答服务，发放各类宣

传资料10000余份。

“太感谢你们了，通过此次活

动我了解了很多惠民政策，还注册

了电子社保卡，以后可以少跑很多

路，真的太方便了！”现场群众纷纷

为此次活动点赞。

区人力社保局负责人介绍，接

下来，该局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

“三进三送”活动，把服务和温暖送

到家，为群众办更多的好事、实事、

暖心事。

“三进三送”活动走进横山

日前，永新镇组织机关干部、基

层党员、志愿者等50余人，开展村庄

清洁行动，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此次行动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切

入点，聚焦村与村、户与户连接处“三

不管”公共区域，对路边杂草、死角垃

圾、房前屋后杂物堆、田间地头废弃

物等进行彻底清理，进一步美化辖区

环境。

通讯员 余魁 摄

村庄
清洁行动

本报讯（记者 张静 通讯

员 公敬）“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严禁携带火种入山……”7 月 14

日早上8点，在扶欢镇，“村村通”

广播按时响起，播放森林防火宣

传语，提醒广大村民注意森林防

火。

当前，我区已经进入森林防

火重点期。为有效做好森林防火

工作，扶欢镇采取扎实有效的举

措，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

扶欢镇现有林场面积约 2.5

万亩，森林覆盖率约31%左右。为

了守护好这片森林，该镇突出重

点宣传，开展森林防火警示教育

活动，运用“村村通”广播、流动巡

逻车等，在全镇宣传森林防火法

律法规、扑火灭火等知识，提升群

众森林防火灭火意识。据统计，

截至目前，该镇共悬挂宣传横幅

16条，发放宣传单300余份，“村村

通”广播、流动巡逻车宣传覆盖率

达100%。

同时，落实精准防火措施，该

镇组织党员干部和护林员，每日

对重点林区进行常态化巡逻，在

进山路口设置临时检查点6个，落

实专人值守，检查进山车辆和人

员，严防死守，确保火种不上山、

火源不入林。不仅如此，该镇还

制定和完善了火情早期处理预

案，严阵以待，保证一旦出现火

情，能够迅速出击，确保火灾“打

早、打小、打了”。

扶欢镇

多措并举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

本报讯（实习记者 张梦寒）

7 月 13 日，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

作站赴綦江支队社会实践活动启

动仪式在古南街道举行。工作站

赴綦江支队的所有成员将在綦江

开展为期10天的社会实践活动，

助力我区乡村振兴。

工作站赴綦江支队成员由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外 7 所

知名高校的17名学生组成，其专

业涵盖了建筑、环境、化工、美

术、社科、医学、管理等多个专业

大类。启动仪式上，实践支队与

区委组织部、区乡村振兴局、古

南街道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就社会

实践、乡村振兴等方面进行了沟

通交流。

接下来，实践支队将通过开

展实地走访、问卷调查等形式，详

细了解我区乡村振兴的实际情

况、项目规划及村民的现实需求，

为后续调研、设计工作的开展奠

定基础，并将结合各自的专业知

识和实践技能为我区产业发展、

乡村旅游、乡村治理、电商发展等

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据悉，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

作站建设是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发起、联合该校各个院系共同开

展的一项乡村振兴主题公益活

动。目前，已形成分布于我国 14

个省份的18个站点。

本报讯（记者 刘琦 古峨）

7 月 13 日，我区第四届公民科学

素质知识竞赛在綦江中学体育馆

举行。来自全区各行各业的9支

代表队共36人同台竞逐。

整个比赛分为必答题、抢答

题、快问快答题、科普演讲赛四个

环节。在必答题环节，各参赛队

伍充分展示出深厚的知识底蕴，

比分不相上下，现场掌声雷动。

在科普演讲赛环节，参赛选手们

用一个个生动的案例，将大家带

入科技的海洋里，自由畅想。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通惠中

学代表队拔得头筹。“参加这次比

赛，让我了解到更多与我们生活

息息相关的科技产品，也体会到

了祖国这些年日新月异的变化，

我感到很自豪。”通惠中学代表队

参赛选手罗金华说。

“比赛结束后，我们将在参赛

选手中选取4名表现优异的选手

组成綦江区代表队参加全市比

赛。”区科协相关负责人说，希望

通过举办此类活动，普及科学知

识，全面提升广大市民的科学素

质。

另据悉，除参加线下比赛外，

在5月至8月期间，广大市民还可

通 过 关 注“ 重 庆 市 科 协

（kx12345186）”和“科普重庆（kp-

cqgf）”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答题。

公民科学素质知识竞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静）近日，

在三角镇木瓜基地，拳头大小的

木瓜挂满枝头，煞是喜人。

三角镇木瓜基地所产的木瓜

不是水果木瓜，而是皱皮木瓜。

这种木瓜中SOD、多酚类物质、维

生素 C 含量十分丰富，具有多种

药用功效，能舒经活络、和胃化

湿，对身体大有裨益。

目前，三角镇的700亩木瓜已

经成熟，零卖每斤2元，大量收购

每斤 1 元，预计总产量约 300 吨。

采摘期将持续到8月初。

三角木瓜待客采

本报讯（记者 廖静）眼下，

正是葡萄收获的季节。位于永新

镇沾滩村的七彩七味葡萄园里，

郁郁葱葱的葡萄藤上芳香扑鼻，

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缀满枝

头，令人垂涎欲滴。

该葡萄园毗邻清溪河风景

区。业主利用得天独厚的清溪河

水，配备完整的自动滴管系统，

采用有机栽培方式，培育出的葡

萄口感好、含糖量高、保鲜时间

长。

葡萄园负责人刘永茂说，大

棚里种植有夏黑、醉金香、辽峰、

巨玫瑰、魏可、阳光玫瑰等葡萄品

种，共30亩近万株，预计产量约两

万斤，采摘价格 15 元至 25 元一

斤，采摘期可持续到9月下旬。

沾滩葡萄邀你品

汇聚青年力量 助力乡村振兴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

来綦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技术人员（左一）为蜂农讲解养蜂相关技术。 实习记者 张梦寒 摄

本报讯（通讯员 谷一 罗爱

茜）近日，升级改造后的三江街道市

政广场正式投入使用，为当地群众

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娱乐场所。

当天，随着一首首欢快、热情洋

溢的音乐在广场上奏响，舞者们面

带微笑以饱满的热情，跟着节拍快

乐地舞动起来。“以前这个广场破旧

得很，还有车辆乱停乱放，很不安

逸。”正在跳广场舞的张大妈说，现

在广场修好了，既宽敞又整洁，在这

儿耍起舒服多了。

据悉，升级改造市政广场是三

江街道今年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实施的

一项“民心工程”。

街道原有的市政广场由于建设

时间较久，地面大面积破损，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

活。为更好地解决居民诉求，满足辖

区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休闲活动需

要，该街道积极向上级争取项目，于5

月20日正式动工整修市政广场。

市政广场整修期间，共铺装地

面1871平方米，整治绿化320平方

米，整治停车位448平方米；安装高

杆灯1盏，庭院灯6盏。“新的广场修

好了，有了散步休闲的地方，大家都

很满意！”居民们纷纷点赞道。

三江街道

广场换新颜 居民乐开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