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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公益日”募捐活动启动

QIJIANG RIBAO 22
本版主编本版主编：：龚小芹 组版龚小芹 组版：：马诗奇马诗奇

20212021年９月年９月88日 星期三日 星期三

区政务服务中心：

服务加速度提升群众满意度

%

文 明 让 綦 江 美更 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安稳镇：开展社保卡“一站式”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段贵华）

“我赶到区政务服务中心时已快

到下班时间，工作人员却加班给

我办完了公司注册业务。”日前，

区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窗口工

作人员高效贴心的服务让市民张

先生感到非常满意，连声点赞。

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区

政务服务中心始终把“我为群众办

实事”作为党史学习教育重要内

容，与政务服务工作相结合，千方

百计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真心实意

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按照“前

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

窗口出件”的机制，设立“一窗综

办”无差别综合窗口和分领域综合

窗口。将25个部门的836项政务

服务事项纳入“一窗综办”无差别

综合窗口实行全科受理。将人社、

医保、公安、公证、婚姻登记、税务、

工程建设、不动产登记8个领域的

402项事项，纳入对应领域综合窗

口“一窗综办”。其中，区人力社保

局188个人社审批事项在全区率先

实现“一窗综办”，窗口工作人员对

各项人社业务均能通收通办，做到

全科无差别服务，实现了人社领域

政务审批业务全融合。

该中心立足便民利企，不断

深化政务服务“川渝通办”机制，

在去年12月认领办理第一批95项

政务服务“川渝通办”事项清单的

基础上，今年4月又认领办理第二

批“川渝通办”清单115项，两批高

频事项合计210项，全面实现线上

“全网通办”，有效避免了群众“两

地折返跑”。

同时，紧紧围绕社会关切，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推行免费

“帮办服务”。加强对区工业园区

等单位代办服务机构的业务培训

指导，对重大招商项目实行全程

代办、快接快办，为企业审批、投

产赢得了时间。在区政务服务大

厅自助服务区设置帮办、代办岗，

为选择自助服务的企业、群众提

供现场服务，做到让办事群众期

待而来，满意而归。

据统计，自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以来，累计为企业（群众）提供

全程代办、特事特办、现场指导、

延时服务等200余个（次）。

本报讯（记者 靳力 通讯

员 张丽华）近期，安稳镇在镇便

民服务中心设置社保卡激活服务

点，为村民提供“一站式”服务。

“以前，我们要先到社保所办

理社保卡，然后再去相关银行激

活，两头跑下来往往要耽搁一天

时间。现在办完卡，马上就可以

激活，全程不到十分钟就搞定了，

确实方便了。”羊角村村民说。

原来，在安稳镇社保所邀请

下，农商行、邮政银行的工作人员

每天早上8点半开始，在镇便民服

务中心处设点为群众激活社保

卡。排队签字、确认、拍照……两

三分钟就可以激活一张社保卡，

银行工作人员还顺便提供咨询服

务，解答社保卡使用相关问题。

为解决空巢老人和行动不便

的群众领卡办卡不便问题，近期，

安稳镇社保所还将联合银行工作

人员走村入户，开展社保服务零

距离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宗雪）为营造安

全干净整洁的校园周边环境，近日，区

城管执法支队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为契机，开展2021年秋季开学

期间校园周边城市管理秩序监管执法

专项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主要涉及市政公

用设施、市容环境卫生、城市园林绿

化等三个领域，重点围绕学校周边违

规占道开挖、占道经营、乱停乱放、乱

贴乱画、乱牵乱挂、涉绿占绿等行为

展开。

在专项行动期间，区城管执法支

队通过定点监管和错时执法相结合的

方式，加强宣传力度，增加巡查频次，

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共整治、劝导流动

摊点和跨门经营 500 余起，整治占道

停车58起，处置建筑垃圾1件，清理乱

张贴、乱刻画、乱涂写28处。

“接下来，我们还将加强日常巡

逻，严格执法，进一步整治影响校园周

边城市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确保管

得住、效果好、保持久。”区城管执法支

队相关负责人说。

我区开展校园周边
城市管理秩序监管执法

近日，古南街

道飞鹅社区组织志

愿者在辖区开展清

洁行动。图为志愿

者正在对居民楼外

立 面 广 告 进 行 清

理。

通讯员 罗文 摄

本 报 讯（通 讯 员

蒋儒娟）近日，永新镇组

织开展“全民清洁日”活

动，全镇机关干部、村

（社区）干部、党员、群众

等300余人参加。

本次活动以“全民

动手 清洁家园”为主

题，各办公室、村居分片

区进行。大家穿上志愿

者马甲，拿起扫把、垃圾

钳、小铲子，深入街头巷

尾，对路面垃圾、小广

告、乱堆放、卫生死角等

进行清理。

活动中，还通过发

放 宣 传 资 料 、播 放 音

频 等 方 式 ，倡 议 辖 区

群 众 参 与 清 洁 活 动 。

此次活动共清理卫生

死角、牛皮癣广告 500

余 处 ，清 扫 道 路 垃 圾

约两吨。

接下来，永新镇将

常态化开展“全民清洁

日”活动，引领辖区内的

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企

业、每一个居民成为文

明城区创建的宣传者、

推动者和实践者。

永新镇：全民动手 清洁家园

本报讯（记者 张梦寒 石汉谋）

近日，记者从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了

解到，从 9 月 8 日零时起，G75 兰海高

速公路綦江雷神店收费站、綦江赶水

收费站暂时禁止货车上道。

“从 9 月 8 日零时起，G75 渝黔高

速赶水收费站、雷神店收费站将进行

超限设备改造，施工期间不能提供货

车的称重服务，所有货车均不能从这

两处收费站上高速。”区公安局交巡警

支队赶水大队大队长邓刚介绍道。

据了解，整个改造计划持续到10

月20日24时，在此期间需要上道的货

运车辆请绕行安稳、东溪、古剑山等相

邻收费站。“现有的称重设施，是在车

辆驶过的瞬间实现称重计量，部分超

限驾驶员通过反复称重、跳磅等行为

实现超载超限运输。改造之后，我们

将使用18米长的大秤，到时货车整体

驶上磅秤实现静态称重，就可以有效

杜绝超限超载运输。”邓刚说。

同时，交巡警也提醒，货车超限超

载对车辆负担大，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且后果严重，广大货运驾驶员应遵守

交规，切实做到合法运营，守法运输。

“我们将定期开展执法，对超限超

载进行严厉查处，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邓刚表示。

今起渝黔高速两处收费站
暂时禁止货车上道

本报讯（记者 成蓉 邓大伟

谢鹏飞 实习生 刘振宇）9 月 7 日，

我区 2021 年“99 公益日”启动仪式在

营盘山广场举行。区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朱川，区领导吴大林、刘芳敏、李

北川出席活动。

“99公益日”是由腾讯联合全国慈

善组织打造的全民公益活动，捐款活

动时间为每年9月7、8、9日三天。“99

公益日”期间，腾讯基金会将提供

2.9999 亿资金进行项目定向配捐，爱

心人士捐1元，腾讯会相应匹配X元，

1份捐款就会变成1+X元。

今年“99公益日”，我区推出“文明

城区你我共创”“守护幸福计划”“一村

一梦”“共建美好家园”“莘莘学子追梦

行动”等 13 个聚民心、解民困的民生

筹款项目，助力我区乡村振兴和全国

文明城区创建活动等。在当天的启动

仪式上，重庆长田山农业开发公司、惠

视眼科医院、彩植云筑农业、鑫锐种植

家庭农场、余小东爱心团队、张老先

生、袁疏星等爱心企业及爱心人士共

计认捐254.5万元。

朱川指出，“互联网+慈善”已成

为现代公益慈善事业重要引擎，是打

造新时代公益慈善生态重要途径。“99

公益日”已逐渐成为撬动善念的爱心

杠杆，从 2017 年开始至今，我区通过

“99公益日”活动总共筹款4932万元，

4年来在助力脱贫方面资金约2000万

元，惠及约 6 万人次，营造出了“人人

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慈善公益新格

局，让綦城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接下来，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这

项全民爱心公益中，一同推进綦江慈

善事业创新发展，让源源不断的慈善

热情汇聚为巨大的公益力量，形成众

志成城的社会救助大格局，共同打好

这场“慈善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吴文艺 吴明鸽）

9月7日，全市耕地保护督察工作动员

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我区在分会场

收听收看。会后，我区赓即召开会议，

第一时间贯彻落实全市会议精神，安排

部署相关工作。副区长蒋华江参加。

会议指出，耕地保护事关粮食安

全、生态安全和社会发展，是国计民生

的头等大事，必须牢牢守住耕地保护

红线。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的系列讲话精

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耕地

保护的重大决策部署，强化耕地红线

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十不准”，切实

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稳定。

会议要求，各部门街镇要高度重

视耕地保护，压紧压实主体责任，主动

接受监督，全力配合耕地保护督察工

作开展；要直面问题、扎实整改，坚持

保发展与守底线相结合的原则，以对

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零容忍”的态

度，坚决彻底消除违法违规用地问题；

要总结经验举一反三，健全完善耕地

保护长效机制，依法依规进行土地批

用与批后管理，推进耕地保护督察工

作落地见效。

我区部署耕地保护督察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杨肖）近

日，在扶欢镇安育村的农家书屋

里，几位村民正在阅读农业技术

方面的书籍。他们时而讨论，时

而记录，很是认真。

村民敖富平经常到农家书屋

看书学习。他喜欢阅读种植类书

籍，并尝试着把学到的农技知识

运用到实际生产中。“以前我都是

凭自己的经验种菜，肥料投得多，

但收成并不好，所以就想来这里

看书取经，没想到很多问题都找

到了答案。”村民敖富平说，之后，

他常来这里看书，慢慢的就成为

了一种习惯。

如今，阅读也和广场舞一样，

逐渐成为了村民们的业余爱好。

农家书屋已是许多村民文化生活

“加油站”。

据悉，扶欢镇所辖16个村（社

区）均配有农家书屋，共配送图书

2000余册，书籍种类繁多，以农业

种植为主。今年，该镇还对辖区

内所有农家书屋建设管理情况进

行了一次“回头看”，全面自查整

改农家书屋“十有”“四公开”及活

动开展等情况，确保农家书屋管

好用好。

扶欢镇：农家书屋成村民“加油站”

社区干部积极开展清洁行动社区干部积极开展清洁行动。。通讯员 蒋儒娟 摄通讯员 蒋儒娟 摄

除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