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成蓉 古峨

实习生 潘洪瑜）7月20日，市直机

关党员干部“进云区”学习研修班

（第一期）在我区开班。市直机关工

委副书记蒲舰，区委常委、区委组织

部部长关衷效出席开班仪式。市直

机关团青组织（青年理论学习小组）

负责同志、宣传部门的同志、红岩魂

智慧党建平台系统管理员、市直机

关党史知识竞赛的学习达人等 40

余人参加。

据了解，7 月 1 日，市委直属机

关工委在红岩魂智慧党建平台开通

了“进云区”功能，旨在为广大市直

机关党员干部提供一个讲好党的故

事、革命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

事，传承好红色基因，展示本单位先

进工作经验的平台。为了提高机关

党员干部创作融媒体作品能力，切

实用好“进云区”平台，市委直属机

关工委开办三期市直机关党员干部

“进云区”学习研修班，此次第一期

培训为期四天，内容包括专题讲座、

现场教学、自由创作等。

蒲舰说，举办市直机关党员干

部“进云区”学习研修班其主要目的

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有效落实党中央和市委要求，深

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跟进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切实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进云区”相

关能力。各位学员要在技能学习上

下功夫，静下心来，认真听课、认真

记录、认真消化、认真运用；要在思

维提升上下功夫，切实运用互联网

思维，进一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

量；要在方式创新上下功夫，以作品

创作为具体抓手，创作出党员干部

和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当天，字节跳动重庆公司负责

人、区融媒体中心资深编辑还围绕

“如何提升新媒体的内容建设和运

营能力”“‘党员进云区'作品创作主

题”“短视频拍摄的基础技法”主题

作了专题讲解。

市直机关党员干部
“进云区”学习研修班在綦开班

田间管护忙

夏季是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期，村民们抢抓

农时管护农作物，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图

为7月15日，打通镇下沟村4组，村民王云宪在

烈日下管护豆苗。

记者 廖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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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琦 赵跃）日

前，记者从区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办公室获悉，我区扎实推进“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成效明

显。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

区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构建了“区—街镇（部门）—村

（社区）”三级民生实事项目体系，汇

总形成了 37 件区级民生实事、268

件区级部门民生实事、319 件街镇

级民生实事、11000 余件村（社区）

级民生实事。

截至目前，37件区级民生实事

中，5 件已办理完成、28 件正在实

施、4件持续常态推进。各部门、各

街镇、村（社区）民生实事总体推进

有序。群众反映强烈的“停车难”等

一批“急难愁盼”问题逐步得以解

决，有力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将其作为党史学习教育核心

内容，用心学、用情讲、用力做，不断

探索健全各类服务群众长效机制，

着力提升“我为群众办实事”成效，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向深度推进、向

广度拓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扎实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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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廖静 邓大伟

实习生 刘振宇）“杨君逸同学，您

好，我是邮政投递员，您的北京大学

录取通知书到了，请准备好身份证和

准考证，我们马上为您派送。”7月19

日上午 10 时许，中国邮政集团有限

公司重庆市綦江区分公司（以下简称

“綦江邮政”）投递员王尧拨通收件人

杨君逸的电话，准备进行派送。

稍后，王尧来到杨君逸家中，逐

项完成身份证准考证双证核对、本人

签字、拍照上传等一系列签收流程，

并将这份“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交

到杨君逸的手中，代表綦江邮政为其

送上祝福鲜花。

“我已经在网上查到自己被北京

大学录取了，一直在等通知书，没想

到今天就能收到。”话音刚落，杨君逸

迫不及待地与母亲一起拆开印有“北

京大学”几个大字的EMS封套，当看

到录取通知书上写着“杨君逸同学：

我校决定录取你入哲学学院（系）专

业学习……”时，母女两人再难掩内

心的激动之情，喜极而泣。

母亲蔡小敏告诉记者，“君逸的

爸爸是浙江大学毕业的，这孩子从小

就立志要超越爸爸。十几年来，她学

习真的非常刻苦。现在她终于通过

自己的努力以

672 分 的 成 绩

圆梦北大。我

希望她在今后

的学习生活中

再接再厉，将

来做一个对社

会有用的人。”

当天中午

11 时许，綦江

邮政投递员黄

天平开着邮政

录取通知书投

递专用车，来

到三江街道圆

通寺社区。停

稳车后，黄天

平与同事们拿

出清华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

将这份珍贵的

“入学请柬”亲

手送到被清华大学录取的我区学子

佘淋手中。

接到黄天平的电话后，佘淋与父

亲佘勇连忙下楼。黄天平仔细核对

佘淋的身份证和准考证后，佘淋在快

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清华大学的这

份录取通知书找到了它的主人。

“恭喜你们！”“小伙子，好样的！”

路过的市民纷纷驻足拍照，并送上诚

挚的祝福。

“为确保考生能第一时间收到

‘喜报’，我们已安排优先处理、专人

分拣、专人投递，请考生和家长保持

通讯畅通，并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和准

考证等相关证件，中国邮政护航每一

封录取通知书顺利送达。”綦江邮政

副总经理陈举维说。

邮政“递”喜讯

綦江首封清华、北大录取通知书送达

本报讯（通讯员 黄玉文）近日，

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学生

和教职工“农夫三全”志愿小分队，在

隆盛镇振兴村开展了为期一周的“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志愿小分队由来自农学、农村区

域发展、植物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本

科生以及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

学院教工部第五党支部的老师共20

余人组成。遵循产业振兴、人才振

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要

求，该小分队在振兴村开展助农直播

带货、中央惠农政策宣讲、文化卫生

安全科普等活动，为推进乡村振兴奉

献青春力量。

看到振兴村依托花卉、经果等产

业实现了整村脱贫，成为綦江乃至重

庆有名的农业产业强村，该小分队成

员纷纷表示赞赏。他们在振兴村参

观学习脱贫特色产业，感悟“基地+

农旅”模式下村民的幸福生活；通过

抖音等平台参加该村奈李销售直播，

向网民介绍推荐看得见摸得着的美

丽乡村；与当地中小学生进行生活、

学习、未来规划等方面交流，送上女

生课堂、安全课堂、衣服绘画、植物卷

轴制作，普及生理、安全防范、环保知

识；以村委会广播为媒介宣讲中央

“三农”政策，在村民家门口表演快板

节目，宣讲袁隆平故事；开展乡村治

理调研，广泛收集干部群众对乡村振

兴的意见建议。

“志愿者们指导我们开展乡村产

业经营和精神文明建设，为我们今后

开展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议。”振兴村

党总支书记胡远勇说，该小分队引导

村里的孩子们爱农业、爱农村，带来

积极向上的青春力量，对中小学生们

以后投身乡村建设、服务农村产生，

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

推进乡村振兴 奉献青春力量
西南大学师生组队来綦开展社会实践

本报讯（实习记者 张梦寒）为

普及安全知识，进一步提升从业人

员消防安全意识，7月20日，我区文

旅体系统开展消防应急培训和演

练，全区KTV、网吧、游艺场所、A级

景区以及重点体育场所负责人等参

加。

“大家要注意各种灭火器的使

用区域，比如说干粉灭火器就适用

于扑灭可燃性液体、气体、电气火灾

和不适合用水扑灭的失火……”在

区农民版画院，来自区九龙消防站

的消防队员向大家讲解灭火器、安

全绳、逃生面罩等消防器材的使用

方法，以及遇到火情时如何自救、灭

火、逃生、火灾发生后的临场处置等

消防知识。

活动当天，还进行了模拟火情

逃生、灭火实操等，通过实践让大家

深入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增强消防

安全意识，提高火灾现场的自我保

护能力和火场逃生的实际操作能

力。

“通过此次消防演练，既向大家

普及了消防知识，还增强了大家自

防自救能力，对于防范重大火灾事

故的发生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

用。”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现场实操中增知识强意识
文旅体系统开展消防安全应急培训和演练

文旅体系统从业人员在消防队员指导下开展演练。实习记者 张梦寒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陈淑宝）自我

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全面启动

以来，区交通局对照创建要求，坚持

创建任务与党史学习教育、专项整

治行动相结合，立足工作实际，全力

助力创建工作向纵深推进。

该局对照《测评体系》任务清单

及《綦江区交通行业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实施方案》要求，细化分解任务

目标，积极开展社区共建工作，累计

召开动员会、推进会、培训会 5 次，

参加培训达400余人次。

该局还持续加大行业监管力

度，集中力量重点打击“黑车”非法

营运，网约车违规经营，出租车拒

载、宰客、甩客、不按规定使用计价

器等违法违规及其他不文明行为，

累计检查非法营运车辆1523辆，查

处86辆，罚款73.6万元。

同时，该局广泛发动宣传，营造

良好社会氛围。通过媒体向全社会

发起文明乘车、文明出行、安全驾

驶、文明行车倡议，并统一设计制作

宣传海报，投入 200 余辆公交车、

300余辆大中型客车、260辆出租车

用于投放相关公益广告。

区交通局

擦亮文明交通窗口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家长学生和邮递员合影留念。记者 廖静 摄

綦江 从多项社保“硬菜”中
品出民生味道

（上接 1 版）破解“双轨制”，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现

制度和人员全覆盖，职业年金制度

全面建立；实现“全覆盖”，全区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保持在95%以

上；推行“大减负”，“免减缓降补”惠

企纾困组合拳为企业降费减负18.1

亿元；全力“惠民生”，企业退休人员

月均养老金较“十二五”末提升

30%；持续“保安全”，全力推动服刑

人员和死亡人员冒领待遇专项整治

行动，追回社保基金733.21万元。

回望过去 5 年，綦江区人社局

以兜牢底线为重点，坚持“全覆盖、

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基金

运行安全有效，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基本形成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险体

系，基本建立覆盖城乡、普惠可及、

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我们将继续保持不畏艰险、锐

意进取的奋斗韧劲，让全区社会保

险工作全面融入新时代、适应新思

想、抓住新机遇、展现新作为！”綦江

区人力和社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郑

仕全说。

文/王雪莱 阳丽

据7月20日《重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