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级 良 55

2021年9月5日

214臭氧

2版

“綦江高新区杯”足球赛落幕
120场比赛精彩纷呈

綦江手机台

綦江日报数字报 大美綦江客户端

綦江微发布服务决策 关注民生

QIJIANG RIBAO
主办:中共重庆市綦江区委 新闻热线：87265555

扫一扫 指点精彩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出版

2021年9月7日星期二

渝字（12）-506 （免费赠阅）

本期４版

第172期 总第4876期

辛丑年八月初一

本报地址：文龙街道天星大道234号 邮政编码：401420 总编辑：孙萍 值班编委：杨翼德 本版主编：简小军 组版：马诗奇

诉说“湖广填四川”移民故事

百年邮局“麻乡约”焕发生机

机械抢收不打烊 稻谷灿灿堆满仓
今年我区水稻总产量预计16万吨，目前已收割60%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 石

汉谋）连日来，我区农村各地抓

住好天气，开展水稻抢收。今

年，全区水稻总产量预计达 16

万吨，目前已收割 60%，余下部

分将在国庆前后完成收割、颗粒

归仓。

9 月 3 日，在篆塘镇群乐村

种粮大户李祖斌的稻田里，农业

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收割机正来

回穿梭着收割稻谷。“今年我种

了 80 多亩水稻，预计产量 6 万

斤，可实现收入 12 万余元。”李

祖斌说。

近年来，綦江积极引进推广

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机械化水

平持续提升，像李祖斌这样选择

全程机械化作业的村民越来越

多。今年，全区超 26 万亩水稻

实施机械化收割，机收率达到

81%以上。

“最关键的是现在农村劳力

欠缺，机械化收割省工、省力、省

时，比人工劳作差不多要节约一

半的成本。”李祖斌深有感触地

说，机械化作业对农户来说要划

算很多。

据现场作业的重庆市綦江

区易尔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傅远航介绍，近两年，水稻机收作

业越来越受农户欢迎，今年，该合

作社接到了三江、石角、篆塘等街

镇的水稻机收订单23000亩，目

前已完成了16000亩，预计10月

初完成全部水稻机收作业。

“今年全区水稻生产形势总

体比较稳定，目前收割进度超

60%，海拔600米以下地区的水稻

已经收割完毕，剩下的水稻将在

国庆节后收获。”区农服中心副主

任王轲说，今年共种植水稻32.35

万亩，预计稻谷总产量16万吨。

新华网重庆8月17日电（刘磊）

在重庆市綦江区东溪古镇书院街的

丁字路口，一座砖木结构、建筑面积

220 多平方米的老宅穿越百年时光

静静伫立。老宅内有两个天井，外

有一个门面，门楣中间刻有“当衢向

术”四个大字。大门左右环绕着两

个对称的圆形花纹图案，是当时的

邮戳。

这栋老宅是麻乡约民信局的旧

址，曾是西南地区最早的邮局，见证

着“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故事。

麻乡约民信局是“麻乡约”的

一部分，从麻乡约民信局出门，有

一条斑驳的石板路，是明清时期通

往贵州、云南的必经之地，向下沿

黔蜀盐马古道可抵綦水码头，此后

进入长江下行，抵达千里之外的麻

城。

湖广填四川移民入川后，很多

人依然思念着故乡，但由于路途遥

远，不可能每年返乡，就委托可靠的

人代表他们回故乡探望，往返携带

信件和家乡的土特产，以至于年年

如此，相约成习。承担这种事务的

人必须办事公道、诚信服众，人们称

之为麻乡约，麻，表示麻城；乡约，是

当时农村负责调解乡里纠纷，为乡

民办事的人。

麻乡约的主要业务是客运、货

运和送信三种。经营客运的叫麻乡

约轿行；经营货运的叫麻乡约货运

行；送信的就叫麻乡约民信局，这三

个主体合起来叫麻乡约大帮信轿

行。

最早的麻乡约，是清咸丰年间

由綦江人陈洪义创立的，延续近百

年。在他的经营下，麻乡约逐步发

展成为西南规模最大的民间邮政运

输行业，生意范围甚至还辐射到了

国外，做到了越南、缅甸。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麻乡约民

信局逐渐衰败，被掩盖在时光的尘

埃之下，变成了东溪古镇上一栋破

旧的小屋。为让麻乡约“活过来”，

近年来，当地通过修缮、保护和主题

邮局的打造，让这座文物建筑焕发

出了新的生机。

走进麻乡约民信局，一个房间

就是一个展厅，向游客展示了麻乡

约民信局的发展历史、古代邮政运

输业的变迁及“湖广填四川”的移民

故事；原创漫画和线上互动小游戏

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增强了游客

的体验感。

在这里不仅能买到具有重庆特

色的书签、信封信纸、钥匙扣等文创

产品及当地的土特产，还能盖上麻

乡约民信局独有的邮戳。如今，焕

然一新的麻乡约成了古镇居民和游

客朋友必到的打卡之地。

东溪古镇，众多的老宅穿越百年时光静静伫立，待你前去发掘光阴的故事。新华网 彭博 摄

篆塘镇机械作业抢收水稻。记者 赵竹萱 摄

本报讯（记者 金玉华 刘骏

晓）近日，李世璋旧居保护利用工作

组赴京拜访民革中央宣传部，专题

汇报李世璋旧居保护利用工作。民

革中央宣传部部长刘良翠，区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钟远平等参加座谈。

据介绍，李世璋旧居位于永新

镇升平场，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和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纳入了重庆

市统战文物保护“1+5+24”体系。

李世璋旧居本体修缮工程于今年5

月开工，总造价105万元，目前施工

进度已完成70%，计划10月完工。

座谈会上，钟远平说，李世璋旧

居是反映作为民革前身之一的“三

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活动的珍贵历

史遗存和中共南方局在渝活动的历

史足迹，也是反映民革前领导人及

其广大爱国民主人士拥护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历

史见证，具有不可复制的文物保护

特性。綦江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李

世璋旧居保护利用工作，恳请民革

中央一如既往关心綦江发展，支持

綦江统战工作。

刘良翠表示，民革中央宣传部

将帮助綦江做好李世璋旧居的文史

资料收集，同时，希望綦江区委统战

部和民革綦江区委会要抢抓文物保

护利用改革历史性机遇，大力提升

文物保护安全防范能力，确保红色

文化、民革优良传统有效传承，助推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中展现统战新作为。

在京期间，工作组展开了为期3

天的李世璋后人寻访工作，收集了

大量有价值的史料文物。下一步，

工作组将持续深入挖掘相关史料，

扎实推进展陈工作。

李世璋旧居保护利用工作组赴京拜访民革中央

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 石汉谋）9月6日，綦江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三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前元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德明、刘益文、吴大林、刘红兵、王儒祥出席会议。区政府常务副区长

施崇刚，区监委主任唐鹏程，区检察院检察长钟晓云列席会议。

会议成功补选了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名，表决通过了

《重庆市綦江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重庆市綦江区选举委员会的决定》《重

庆市綦江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重庆市綦江区各镇选举委员会的决定》。

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

王前元指出，会议表决通过的任命人员，是区委着眼全区换届工作大

局，本着人岗相适、人事相宜的原则，按照“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

好导向”的目标，对干部调整作出的慎重安排。

王前元强调，各任命人员要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区委关于

换届工作的决策部署，在推动全区换届工作中当好引领者；要服务发展大

局，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珍惜组织的信任，珍惜人民的重托，干事担事，敢

抓敢管，敢闯敢试，努力在新岗位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为推动全区“十

四五”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要牢记承诺、忠于誓言，正确认识和

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坚持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

前面，自觉接受人大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切实解决群众困难问题，努力做到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实实在在

的履职成效维护党员干部廉政勤政的良好形象。

綦江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三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王原野 张静 马卓 王京华）9月6

日，区政府党组召开第90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

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区政府

党组书记、区长罗成主持会议并讲话。区政府党组成员出

席会议，副区长雷瑞宏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推动各

项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抓

好贯彻落实，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重要指

示要求贯穿到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始终。

会议强调，要加大反垄断监管力度，加大平台经济、科

技创新等重要领域执法司法力度，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

序。要强化统筹协调，紧抓西部陆海新通道新机遇，系统

规划、科学优化储备的品种、规模、结构，不断提高储备基

础和实力。要巩固污染防治攻坚成果，牢固树立全区一盘

棋思想，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水

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要强化统计监

督职能，把情况摸清，把数据搞准，提高统计数据质量，让

监督结果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会议强调，全区党员干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党性修养，努力成为可堪大用、

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要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讲实

话、干实事、求实效，以忠诚干净担当的实际行动，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会议还听取了分管区领导“一岗双责”履职情况、2021

年度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汇报。

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全面领导，

把党建工作与分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在认识上

不断深化，在履职上持续用力，在推动落实上互促共进，在

示范带动上率先垂范。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区委要求和

区政府工作报告，再梳理再督查，找出弱项、补齐短板，倒

排时间、打表推进，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提

早盘点、提早梳理、提早对接，谋划好明年重大事项、重点

项目，加快前期工作，优化全程服务，做到“开工一批、建设

一批、储备一批”，形成滚动推进良好格局。

会议还研究了防洪抢险救灾、职业教育发展、乡村振

兴等工作。

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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