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我区全面、平稳、高效完成了381个村（社区）、

21个镇街、37个区级部门的换届工作，381村（社区）书记、

主任实现了“一肩挑”，331名区管干部经组织考查，因工

作需要、年龄因素被交流、提拔或卸任了履职岗位。此次

换届换出了新担当、新作为、新气象，为奋进“十四五”、开

启新征程锻造了坚实的干部人才队伍。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党在百年征程中沉淀的经典名句、宝

贵经验，在全区换届中得到了充分彰显。换届工作政治性、纪律性很强，容

不得半点松懈和纰漏，否则，党的事业就会前功尽弃、满盘皆输。“人聚则

强，人散则弱，同心同德，庶几有成。”在区委坚强领导下，区委组织部先后

统筹安排数十个工作专班，力量下沉，工作压实，严肃纪律，日夜兼程，统一

政策口子，严格工作流程，优化考查方式，坚持高线标准，坚守底线要求，把

好选人用人“政治关、能力关、廉洁关”，恪守联审联控“基准线”，树好党管

人才“风向标”，进一步选优配强了各级班子，确保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提升了党的领导力、组织力、战斗力。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因素。”处于“十四五”的起步之年，我

区努力打造主城都市区重要战略支点城市，就必须要有一大批豁得出去、

冲得上来的好干部，配好“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

廉洁”的各级班子，统筹谋划、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人心齐、泰山移”。全

区有了这支敢打硬仗、善打大仗、能打胜仗的干部人才队伍，确立“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的工作导向，营造“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的良好政治生

态，打造“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干事创业环境，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党和人

民交出圆满的履职答卷。

展现换届新气象
陈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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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发出公益诉讼检察建议

上学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綦江区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动员部署会
暨第二季度镇街人大联席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 石汉

谋）9 月 6 日，綦江区区镇人大换届

选举工作动员部署会暨第二季度镇

街人大联席会召开，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王前元，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德明、刘益文、吴大林、刘红兵、王

儒祥参加。

会议集中观看了换届选举警示

教育片，对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进行了安排部署。

王前元指出，做好这次区镇人

大换届选举工作，是坚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必然要求，是确

保实现“十四五”奋斗目标的重要保

证，全区各级人大要充分认识做好

这次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坚

决把中央、市委、市人大、区委关于

换届工作的部署要求落到实处。

王前元强调，要准确把握换届

选举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认真

分析换届选举的新情况新特点，切

实把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落细落

实。要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换届纪

律，加强沟通联系，牢牢把握换届选

举的主导权，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沿

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王前元要求，新调整到人大机

关和镇街人大的干部，要坚决拥护

和服从区委的决定，把思想和行动

落实到区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坚持

好人大工作的“三个原则”，处理好

人大工作的“三个关系”，把握好当

前工作的“三件大事”，坚决做到岗

位变了，党性原则不变；分工变了，

工作标准不降；身份变了，工作热情

不减。以实干扛起新担当，以实绩

展示新作为，努力当好党委决策的

执行者、政府工作的推动者、人民利

益的维护者，为綦江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智慧和力量。

会议还对“振兴路上·我为乡亲

卖土货”——綦江区2021年人大代

表主题活动启动仪式相关工作进行

了安排部署。

新华网重庆 9 月 1 日电（韩梦

霖 刘乔月）“小佳，你知道吗?虽然

你们上学不方便，但是也拥有受教

育的权利。”8 月 31 日，重庆市检察

院第五分院（以下简称：五分院）、

綦江区检察院“莎姐”讲师团来到

石壕镇青坪村，90后“莎姐”唐小岚

给村里的残疾女孩小佳上了一堂

“特殊”的开学第一课。

不久前，綦江区检察院就未充

分保障残疾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向

该区教委发出公益诉讼检察建议

书。当天的活动既是“莎姐”上法

治课，又是两级检察机关对检察建

议发出后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

今年 5 月初，綦江区检察院在

办案中发现辖区内一名残疾少年

小佳未复学，在家已达四年之久。

“小佳怎么不去上学呢？”家访

时，检察官问小佳的奶奶。奶奶道

出了苦衷：“娃儿下半身瘫痪，她爸

妈常年在外打工，我们两个老年人

腿脚不好，送去上学不方便。”

“娃儿教育不能停下来，如果

确实因为身体原因去不了学校，现

在可以送教上门。”了解情况后，检

察官向小佳奶奶耐心地讲解了关

于残疾未成年人就学的相关政策。

随后，该院向教育部门反映了

情况，也引起了綦江区教委密切关

注，组成专门工作组入户劝返复

学。5 月底，小佳原来就读的学校

及时为其办理好复学手续，制定了

送教上门方案，现已多次送教上

门。

“区内是否还有其他残疾孩子

未入学？应当尽快进行排查，掌握

全区的情况。”綦江区检察院随即

作出部署，抽调 6 名未成年人刑事

检察部门、公益诉讼部门干警组成

联合办案组，通过电话核实全区适

龄残疾未成年人入学情况，对筛选

比对出的疑似受教育权被侵害的

重点对象开展入户调查核实，通过

走访教委、民政、残联、特殊学校等

多家单位，基本摸清了全区适龄残

疾未成年人入学情况。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检察官们

发现受教育权未得到保障的残疾

未成年人并非个例。与此同时，检

察官们通过走访调查还关注到有

这一情况——部分回户籍地进行

康复治疗的残疾未成年人往往成

了教育监管盲区。“在区外就读的

残疾未成年学生，为方便进行康

复，要回到户籍地进行康复治疗，

这种情况下，教育部门跨区掌握学

生的就读信息和情况比较困难。”

綦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钟晓云

介绍说。

随后，綦江区检察院层报五分

院、市检察院审查同意立案。

7月5日，綦江区检察院向当地

教育部门发出行政公益诉讼检察

建议书，特别强调建议教育部门建

立健全区外就读残疾儿童、少年失

学辍学信息和情况报送机制，及时

动态掌握区外就读学生的情况。

检察建议书发出后，綦江区教

委高度重视，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任

组长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在对全

国学籍系统和实地摸排数据结合

后，确定了48名在区外就读或拟在

区外就读的残疾学生，针对检察建

议中梳理出三大类 8 项问题，一项

一策、一项一方案推进整改落实，

积极帮助区外失学残疾未成年人

就近入学，并联合区残联积极探索

送康复上门与送教上门相结合。

本报讯（记者 廖静 通讯员

梁雪浪）“快来尝尝我们蜂园今年的

新蜂蜜，又甜又细腻……”近日，记者

走进郭扶镇平等村蜂园，正忙着采蜜

的蜂农梁正轩割下一块巢脾请记者

品尝。记者嚼着巢脾，香甜鲜美，口

齿留香，口感很好。

眼下正值蜂蜜采收季节，蜜蜂

依然在山花间来回飞舞，忙碌着酿

造蜂蜜。

该蜂园位于平等村凤凰山深

处，海拔1000多米，光热充足，植被

茂盛，自然环境优越，培育出来的蜂

蜜晶莹剔透、品质很好。

“蜂蜜产业是我们村的特色产

业。”郭扶镇政府驻平等村干部李全

魏，曾担任平等村第一书记，他说，

凭借着凤凰山优越的自然条件，村

两委下定决心要发展好这份“甜蜜

事业”。

2018 年，平等村成立重庆市平

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展蜂蜜产

业。该公司实行股份制，村民与贫

困户入股分红，并于2020年成功注

册“郭扶崖蜜”商标。目前，该公司

年均收入20万余元。

“随着‘郭扶崖蜜’品牌效应的

日益凸显，我们的集体经济收入今

年将进一步增加。”说话间，李全魏

算起了经济账，今年，300余箱蜜蜂

预计产蜜 2400 斤，按每斤 150 元计

算，一年能为村集体经济增加36万

元，入股村民预计年底能分红15万

元……

“我在村集体公司工作，既能拿

工资，又能分红，还能就近照顾家

人，真的是太安逸了。”说起村集体

公司成立后带来的变化，脱贫户杨

安华笑得合不拢嘴。像杨安华一样

在村集体公司就业的脱贫户还有11

户，他们都凭借着这份“甜蜜事业”

先后实现了脱贫，走上致富的康庄

大道。

“崖蜜”甜，村民心里更甜。李全

魏表示，对于村集体公司未来的发

展，大家都充满了期盼。接下来，村

集体将利用电商、网络直播带货等形

式，拓宽销售渠道，增加村民收入。

“甜蜜事业”鼓起村民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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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静 马卓 王京华）9月7日，

区委副书记、区长罗成会见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党委

书记、行长杨晓东一行，并见证《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

府 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区委

常委、常务副区长施崇刚参加。

罗成代表区委、区政府对杨晓东一行表示欢迎，

感谢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长期以来对綦江发展的关

心支持。罗成说，作为主城都市区的重要战略支点，

綦江正全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综合服务区、渝黔合

作先行示范区、转型升级发展试验区，加快綦万“三

化”发展，围绕提升产业能级、创新能级、开放能级、服

务能级等方面兴业兴城，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金融

是实体经济的血脉，綦江未来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有

力支撑。希望双方以协议签订为契机，在更多领域开

展更广泛合作，进一步完善银政合作机制，加快推进

合作项目落地落实，助推綦江高质量发展。綦江将为

企业在綦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营造良好环境。

在简要介绍了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发展情况后，

杨晓东说，綦江是重庆“南大门”，区位优势明显、产业

基础良好、发展潜力巨大，十分看好綦江的发展前

景。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将进一步深化在綦业务布

局，加大信贷投放，不断拓展新的合作空间，为綦江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

根据协议，双方本着“平等互惠、诚信合作、务求

实效”的原则，在区域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支柱

产业、特色经济和普惠金融发展等方面开展合作。

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和区有关部门、企业负责人

参加活动。

我
区
与
哈
尔
滨
银
行
重
庆
分
行

签
订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逾3.8万个物种面临灭绝威胁
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3日至11日在法国马赛举行，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4日更新了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估了全球138374个物种

受到威胁的风险，其中38543个物种面临灭绝威胁。

“中国建筑”为开罗创造品质生活
日前，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CBD）项目D01超高层住宅

楼主体结构成功封顶。该项目由中国建筑埃及分公司承建，新大楼

竣工后，生活垃圾将由智能化系统统一收集、分类处理，既安静卫生，

又美观便捷，将为开罗民众创造更有品质的生活。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