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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大新闻舆论工作
（主城都市区）座谈会在綦召开

书香伴暑假 图书馆里人气旺

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7 月

15 日，2021 年重庆市人大新闻舆

论工作（主城都市区）座谈会在我

区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

主任刘俊、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德明参加。

会上，綦江等 6 个区人大常

委会办公室就近两年来开展人大

新闻舆论工作的经验做法作主题

发言，各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对

下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新闻舆论

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新华社重

庆分社、人民网·重庆发布、重庆

日报等7家媒体就如何进一步做

好人大新闻宣传工作、讲好人大

故事，与参会人员进行了交流沟

通。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宣传思想

工作的重要思想，增强做好新时

代人大新闻舆论工作的责任感、

使命感；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

保持人大新闻舆论工作正确政治

方向；要坚持党管媒体，确保人大

新闻舆论工作始终在党的领导下

开展；要注重强化方向引领，深入

宣传全市各级人大依法履职新担

当、新作为，汇聚奋进新时代的磅

礴力量；要坚持守正创新，坚持

“导向为魂、移动为先、内容为王、

创新为要”，提升人大新闻舆论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深化全

市人大工作重大主题宣传报道，

加快媒体融合发展，不断增强人

大新闻报道实效；要密切关注不

断涌现的新技术、新运用、新业

态，适应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趋势，

助推新时代人大工作；要着力构

建全市人大系统新闻舆论工作

“大宣传”格局，努力形成齐抓共

管的生动局面。

本报讯（记者 廖静 石汉谋）

我区林地面积163.3万亩，森林覆盖

率48.3%，是渝西片区林业大区。当

前，进入夏季森林防火关键期，为切

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我区实行“人

防+技防+物防”的巡防体系，进一步

织密防护网、筑牢防火墙，确保森林

资源安全。

“老师，麻烦你把手机拿出来扫

一下‘重庆市森林草原防火一码通’

的二维码，扫描成功后才能放行

……”7 月 13 日，在老瀛山森林防火

检查站，信息员袁廷容把二维码牌举

到车窗旁，让司机扫描。

截至目前，全区累计设置了143

个森林防火检查站，守护进山道路。

今年“一码通”扫码入林已登记近11

万人次。

在三角镇红岩村便民服务中心

的坝子里，记者看到，区林业局森林

防火监测飞行员刁永华操纵着遥控

器，一架黑色的无人机快速升空，上

升到近百米的空中，在老瀛山四周盘

旋。

“无人机巡林是一种很好的巡

查方式。它不仅视角广、隐蔽性高、

速度快，还可以对一些林区死角进

行及时监测与布控，解决地面巡护

无法顾及的盗砍盗伐、火灾、病虫害

等损坏森林资源的问题。”刁永华

说。

无人机的使用意味着綦江的森

林巡护已从传统的“人防”向“技防”

转变。区林业局森林火灾预防与安

全生产科科长谭昌万介绍说，我区在

森林防火的技防方面加大了力度，增

加了投入，在重点时段、重点区域、重

点点位，启用了无人机开展巡防，提

高了信息化在管护工作中的运用，提

升了工作效率和管护效果。

除了“人防+技防”，也离不开物

防的支撑作用。我区购置了防火服、

油锯、新型消防水泵、风力灭火机等

森林防灭火物资，各国有林场管护站

和各街镇都建有森林防灭火物资储

备库，确保发生火情时拿得出、用得

上、起作用。

此外，我区还建立了全区森林防

火责任体系，明确各级责任人，并在

各街镇建立了15人以上的应急小分

队21支，做到森林防火实时有人查、

处处有人巡。

谭昌万表示，接下来，他们将继

续加大投入，开展森林火情视频监控

系统（林火视频监控预警系统）的建

设，确保全区重要林区点位的覆盖率

达到95%以上。同时，该局也将压实

责任，在排查隐患、开展野外用火治

理等工作上采取有力措施，确保辖区

森林火灾零发生。

本报讯（记者 包俊）7月15日，

2021 年“志愿之光·关爱困境儿童”

圆梦之旅爱心公益活动启动。在志

愿者的全程陪伴下，36 名困境儿童

开启了一次感受外面世界、领略时代

精彩的圆梦之旅。

2021年“志愿之光·关爱困境儿

童”圆梦之旅爱心公益活动由区民政

局、区慈善会、区志愿服务联合会共

同主办。在为期3天的行程里，孩子

们祭奠革命英烈、参观科技场馆、打

卡艺术街区、观看梦想剧场，从陪伴

与体验中收获幸福和快乐。

针对困境儿童的实际需求，今年

这项活动特别面向社会公益组织、机

关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招募爱心妈

妈，积极动员团干部、教师、返乡女大

学生开展志愿服务，组建帮扶队伍，

常态化加强心理疏导方面的指导和

服务。

“相比往年，今年主办方更加关

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组织了心理老

师，为孩子们进行心理健康指导。”区

民政局副局长邹开梅说，希望通过这

项活动，从精神上、物质上对困境儿

童进行关心关爱，让他们树立生活的

信心，更加自强自立，长大后成为对

社会有益的人。

据悉，“志愿之光·关爱困境儿

童”圆梦之旅爱心公益活动自 2017

年启动以来，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与日

俱增。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已有近

500名困境儿童获得资助。

圆梦之旅再起航
36名困境儿童参加

袁廷容让进山车辆扫描“重庆市森林草原防火

一码通”二维码。

本组图/记者 廖静 摄老瀛山市级自然保护区监测站，工作人员清点防火物资。

刁永华正操纵着无人机巡山护林。记者 廖静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马卓 杨圣龙）眼下正值暑

期，图书馆成为了不少学生和读书爱好者的好去

处。大家在图书馆学习充电，畅游书海，尽享书香

暑假。据统计，近段时间每天500余人到图书馆阅

读。

近日下午2点，记者在区图书馆看到，馆内图

书阅览区几乎坐满了读者，这些读者大多是学生。

他们徜徉在书的“海洋”里，安静阅读，忙着为自己

“充电”。

“现在放假了，一个人在家静不下心来，图书

馆的学习氛围比较好，也可以查询自己考研所需要

的相关资料，所以选择来到图书馆。”学生罗丹说。

学生王柏城说，他更喜欢图书馆的环境，虽然

馆里人多一些，但这样会促使我提高学习效率，而

且在这看书学习状态也要好一些。

图书馆里人气最旺的，除了一楼、三楼的图书

借阅室，还有二楼的自习室。很多学生和小朋友在

这里看书纳凉，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充实自己的

暑假生活。

“平时，我们早上8点半开馆，下午6点闭馆。”

区图书馆办公室主任邹小华说，为应对暑假高峰，

从7月1日开始，图书馆开启“暑假模式”，闭馆时间

延长到晚上9点，并且节假日不闭馆。同时，图书

馆还为读者准备了防暑降温药品和饮用水等。

此外，暑假期间，区图书馆还将开展小小图书

管理员、青少年之家以及夜间读书分享会等活动，

让每一个来馆的读者，享受阅读的乐趣。学生们在图书馆看书学习。记者 杨圣龙 摄

本报讯（记者 刘琦 包俊）

7 月 15 日，区市场监管局与贵州

省遵义市市场监管局共同签署

《深化市场监管合作助推渝黔合

作先行示范区建设合作协议》，深

入落实中央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部署，推动渝黔两地协同发展、

高质量发展。

两地市场监管合作重点包括

市场准入、重点监管内容、高质量

发展、执法监管、监管维权、知识

产权及人才交流等七个方面内

容。双方将联合成立市场监管一

体化合作领导小组，负责研究部

署重大事项，明确重点任务，统筹

解决重大问题。领导小组会议由

綦江遵义两地市场监管局轮流主

办，每半年召开一次。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制定深

化市场监管合作任务清单，明确

具体任务、责任分工。每年确定

2-3项重点合作项目，研究制定重

点合作项目行动计划，明确专人

负责，并在政策、经费等方面给予

重点保障，同时建立工作通报制

度，定期通报工作进展，及时解决

有关问题，推动工作落地落实。

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协议的成功签署，将打破两地

行政区划壁垒，突破现有体制障

碍和政策约束，建设统一开放、规

范有序的市场秩序，走出一条相

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特

色鲜明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有

力促进渝黔合作先行示范区高质

量发展。

綦遵两地签署
深化市场监管合作协议

明确7方面重点内容

（上接1版）一个个红色文化

项目，通过挖掘红色文化内涵，让

红色资源鲜活起来，让红色文化更

有感染力，成为綦江党员干部坚定

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

材。

高标准保护革命文物传承精神

綦江，拥有光荣革命传统。

这片热土上，有着丰富的红色

资源、底蕴深厚的红色文化，是川

渝黔边革命的摇篮。这里是中央

主力红军长征在重庆的唯一过境

地，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9处

36个点，国有可移动革命文物藏品

31件。其中，中共綦江支部旧址、

王良故居及墓、石壕红军烈士墓等

3处被市文物局核定公布为第一批

重庆市革命文物。

綦江涌现出了被毛泽东同志

称赞“是一个好干部”、习近平总书

记赞誉“英勇善战、屡建功绩”的原

红四军军长王良，周恩来称为“霍

氏三杰”的霍步青、霍锟镛、霍栗

如，杨尚昆称为“革命启蒙老师”的

邹进贤等诸多革命英烈，在重庆现

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拥有众多红色资源的綦江，加

速独特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市场

的连接，让旅游提档升级，实现文

旅融合。

“我们把红色资源作为党史学

习的活教材，策划实施‘重走长征

路’‘参观革命纪念设施’等活动。

3月中旬以来，接待本地干部群众、

青年学生3万余人，接待区外参观

者50多批次、1万余人次，2条路线

入选市精品红色旅游线路。”区委

宣传部副部长汪杰介绍。

如今，在綦江瞻仰一批先烈故

居、重温一次入党誓词、观看一部

红色影片、聆听一批红色故事、开

展一堂党史教育课、编制一双红军

草鞋等，已经成为綦江乃至重庆不

少单位过组织生活的方式。

通过情景教学、现场教学、体

验教学、仪式教学等多种方式，让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红色文化看

得见、听得进、记得住。区公安局

民警连均在枫香树下聆听红军长

征故事后，发出铿锵誓言，“我们要

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发扬好，

传承好，牢固树立‘对党忠诚、服务

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理想

信念，做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

长寿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副局

长高小平专程来綦参加“重走长征

路”活动，感触颇深，“石壕是中央

主力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把这段

历史充分的汲取，把这些红色资源

保护好利用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

永续传承，我觉得这种做法非常

好。”

下一步，我区将依托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綦江主体建设区的建设，

加强革命文物教育功能开发，大力

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和红色旅

游，充分用好中共綦江支部旧址、

王良故居、中央主力红军长征过綦

江等红色资源，通过现场参观、情

景教学等多种方式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让红色基因在传承中绽放时

代光芒。

让长征精神绽放时代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