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明 让 綦 江 更 美 好

法治同行·平安相伴

本报讯（实习记者 张梦寒）为营

造积极健康的文化环境，7 月 19 日，古

南街道百步梯社区开展“扫黄打非”宣

传活动，进一步提高群众法治意识。

活动现场，社区民警通过案例分

析、政策讲解等向辖区居民普及“扫黄

打非”的内容、重要意义以及保护版权

的相关知识。同时社区通过摆放知识

展板、发放宣传资料以及设立咨询台等

方式，号召居民共同抵制“文化垃圾”，

构建文明和谐社会。

当天，在社区的组织下，辖区内的

学生还通过手抄报展示、现场书法展示

等方式，倡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扫

黄打非”工作，自觉抵制“黄”“非”出版

物及不良信息的侵蚀，培养良好生活和

学习习惯，不断提升自我防护意识。

“接下来，我们还将进一步加大‘扫

黄打非’宣传力度，扩大宣传范围，创新

宣传方式，切实提高群众知晓度、参与

度，并加强辖区内文化市场整治力度，

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古南街道

百步梯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扫黄打非”宣传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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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綦江这样做
川渝两地推出

8项跨区通信服务
包括亲情号互设、跨区补卡等

创建文明城区，老百姓怎么

做？如何缓解停车难问题？交通

秩序该如何整治？近日，“发言人

来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綦江

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新闻发布

活动举行，綦江区委宣传部、区公

安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妇联、文

龙街道的5位发言人，走进文龙街

道杨家湾社区，与街坊邻居进行

面对面交流。各发言人围绕自身

职能职责将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綦江未来各方面的改变以及出台

的惠民政策进行深度解读。

创建文明城区
綦江发起“十项行动”

今年1月，綦江区被中央文明

委正式命名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

城区，綦江区将如何行动起来？

綦江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区委

新闻发言人朱川介绍，綦江区确

定了全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

“三年计划”。

“第一年要强基固本，补齐短

板。綦江召开全区动员会，成立

指挥部，制发《实施方案》，开展集

中整改、专项整治，及时查漏补

缺。第二年要提质增效，巩固提

升。集中力量解决测评反映出的

突出问题，并深入打造创建品牌

项目。第三年要攻坚冲刺，全面

达标。开展重点项目提升工作，

并紧扣测评重点难点、薄弱环节

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

大管控、督查和整改力度，确保取

得优秀成绩，入选全国文明城

区。”朱川介绍。

另一方面，为了确保创建成

功，綦江还确定了“十大行动”。

綦江区将集中力量开展精神文明

建设、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市场

环境、人文环境、生活环境、社会

环境、生态环境、立德树人教育，

以及基层基础建设等“十大提升

行动”，力求在3年创建期内，把綦

城建设得更和谐、更有序、更宜

居、更有魅力。

规范交通秩序
綦江启动大整治行动

针对市民提出的城市交通秩

序问题，綦江区交巡警支队支队

长刘牛介绍，截至6月20日，綦江

区机动车保有量已达 27 万辆，机

动车驾驶人已达24万人。交通更

加便利、高速的同时，也出现了超

速、超载、酒驾、疲劳驾驶、行人不

走人行横道、随意翻越护栏等秩

序问题。“为此，綦江区交巡警支

队已启动綦江城区交通秩序大整

治行动，预防和减少城区交通事

故发生，提升通行秩序，切实增加

群众出行安全感、满意度。”

刘牛表示，将在綦江区高铁东

站、大石路、新虹桥周边、九龙大

道、沙溪路、交通路、康德城、上升

街、万达红星商圈、普惠路段等重

点路段，重点整治车辆违法行为。

“一方面，组织民警深入客货

运企业随机抽取客车、货车、出租

车、公交车GPS动态监控数据，调

取涉嫌超速的车辆数据并录入公

安交管系统实施处罚；另一方面，

严厉打击货车超速、超载、非法改

装、车辆违法停车、占用公交车

站、占用消防通道、摩托车超员、

行人横穿公路等扰序类突出违

法。”刘牛介绍，“另外，还会大力

排查城区僵尸车，发现一台依法

拖移一台。强化智能交通监控运

用，实行24小时线上巡查，严查车

辆违停、机动车不避让行人、随意

变更车道、闯红灯、故意遮挡号牌

等各类重点违法。”

缓解停车难问题
城区将新增700余个停车位

“停车难”一直是很多城市的

“老大难”问题，綦江也不例外。

綦江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王军

介绍，近期，綦江又启动了新一轮

的城区停车场点位布局规划工

作，通过前期走访，共寻找到爱康

医院背后、城北大桥桥下等 40 余

个可设置临时停车位的地方，通

过与相关部门核查土地等权属问

题，目前有九龙农贸市场背后、沙

溪农贸市场背后等13个地方是可

以马上实施改造的，预计可新增

700余个停车位，其余27个点位在

进一步优化方案后实施。

同时，綦江还将启动智慧停

车建设和管理工作，通过引进第

三方公司，为綦江区建设智慧停

车场及管理设备，错时共享小区

私家车位等，为大家提供车位预

约、停车导航、自助缴费等便捷服

务，希望能进一步缓解停车难问

题。

除了“车好停”，创建文明城

区，綦江区城市管理局还将从“天

更蓝”“路更平”“景更美”“更有

面”等四个方面发力，为市民打造

一个更加干净、整洁、宜居的生活

环境。 （刘政宁、蒋海涛）

来源：人民网-重庆频道

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 古峨）

7月16日，2021年綦江区“横山归原

小镇杯”篮球联赛开幕，来自全区的

50支参赛队伍参加开幕式。

揭幕赛在横山镇、郭扶镇两支

代表队之间打响。抢球、运球、投篮

……赛场上，双方展开激烈角逐，比

分交替上升，现场气氛热烈。本次

比赛分为群体组、机关组、街镇组3

个组别，来自区内各街镇、机关、企

事业单位、社区、俱乐部的50支队伍

700余名运动员，将在近2个月时间

内举行近160场比赛。

据悉，此次举办篮球联赛是响

应党中央全民健身的号召，锻炼身

体、强健体魄，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建

设美好家园的一次有意义的活动，

也是活跃全区群众文化体育生活的

一次盛会。同时也为全区乡镇机关

单位、企业之间提供了一次相互了

解、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

的机会。

“横山归原小镇杯”篮球联赛开幕

全区50支队伍角逐

本 报 讯（记 者 刘 琦 古

峨）为推动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

作有力有效开展，7 月 19 日，我

区召开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

调度会。

会议对各镇街部门全国文

明城区创建前期工作进行了通

报，并对“环境秩序大整治”“硬

件基础大改善”“文明创建工程

大拓展”“志愿服务大提升”“网

上申报大落实”“文明创建大宣

传”等六项专项行动进行安排部

署。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进

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落实责任、

加强培训、强化督导，扎实做好

全国文明城区创建网上申报工

作。要全面落实重点任务，补齐

硬件短板，打表推进建设，理顺

城市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提升

城市管理水平。要深化开展文

明细胞创建，持续抓好各级文明

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文明

家庭创建工作。要坚持问题导

向，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建立负

面清单，杜绝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工作和日常工作“两张皮”，坚决

反对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或扰民

等行为。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

度，广泛开展主题活动，发动群

众参与创建、参与文明劝导，有

序巩固扩大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浓厚氛围。

会上，还对网上资料申报工

作、志愿云平台系统操作等进行

了培训。

我区对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再部署

夏日綦城别样美。通讯员 胡光银 摄

重庆日报讯（记者 黄光红）川渝

两地通信一体化加速。7月15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重庆市通信管理局获悉，今

年7月1日以来，川渝两地基础电信企

业已在川渝全境推出 8 项跨区通信服

务。

这8项跨区通信服务是：亲情号跨

区互设，跨区缴费，跨区停机/复机，跨

区修改密码，跨区补卡，跨区换卡，跨区

销户，跨区投诉处理。

重庆市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些跨区通信服务，打破了传统行政

区域的壁垒，统一了通信主要业务服务

标准，为川渝两地群众提供了便捷、惠

民、利民的通信服务。初步估算，仅亲情

号码跨省互设一项，就将服务川渝两地

居民超140万人，每年可为川渝两地亲

情号码用户节约通信费用超1亿元。

据悉，为加速推进川渝两地通信一

体化进程，重庆市通信管理局和四川省

通信管理局紧密合作，把实施川渝两地

通信便捷生活行动作为通信行业“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重要内容，双方

还将携手合作，在今年底前实现取消川

渝两地之间座机通话长途费的目标。

据7月19日《重庆日报》

本报讯（通讯员 陈朝冰）为强力

震慑违法犯罪行为，营造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近日，区公安局安稳派出所与

贵州警方联合开展武装设卡检查，集中

清理治安隐患，及时消除不稳定因素。

当日，在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原松

坎镇省界收费站出口，两地警方重点对

过往车辆驾驶证、行驶证、车牌照后备

箱、夹层等进行仔细检查，查看是否藏

匿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认

真核实、登记可疑人员和物品，及时发

现和消除安全隐患，严格做到逢车必

查、逢疑必检。

此次联合行动，进一步加强了渝黔

两地联勤联动、紧密配合、共享共建的

能力，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提供坚实保障。

渝黔两地警方
开展武装设卡盘查

学生驻足观看“扫黄打非”手抄报。 实习记者 张梦寒 摄

民警正在严查过往车辆。通讯员 陈朝冰 摄

比赛现场。记者 刘柳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