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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秋季预定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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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名应征青年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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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气等公共服务事项
入驻区政务服务中心

文 明 让 綦 江 美更 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通讯员 段贵华）近

日，笔者从区政务服务中心获悉，

自9月1日起，水、电、气等公用服

务事项正式进驻区政务服务大厅

并对外办公，为优化营商环境提

供有力支持，实现企业群众跨域

办事“只跑一次”“一次办成”。

据了解，为了让政务服务更

加便民利企，进一步优化提升我

区营商环境，区政务服务办积极

与綦江港华燃气公司、綦江渝綦

水务开发公司、国网綦南供电分

公司3家企业沟通衔接，全力推进

“水、电、气”等与企业生产经营和

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服

务事项入驻区政务服务大厅，为

办事群众企业提供“一站式”配套

服务。

区政务服务办在大厅二楼设

立“水电气讯”综合服务专区，开

设 7 个窗口，于 9 月 1 日起正式对

外办公。自来水窗口主要受理新

增用水基数申报，水表过户、合表

及销户，水卡地址变更业务；供电

公司窗口主要受理低压客户新装

(增、减容)用电办理，低压客户更

名过户等业务；港华公司窗口主

要受理燃气过户、供气报装等业

务。目前已累计受理水电气相关

业务60余件。

“水电气”业务集中入驻区政

务服务大厅，是优化提升营商环

境的重要举措，是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打通服务企

业群众“最后一公里”和实现“只

进一扇门，办成万家事”的又一生

动实践。区政务服务办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继续深入推进“放管

服”改革，推动更多与企业群众生

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服务事项

入驻区政务服务中心，不断拓宽

服务领域，改进服务方式，提升服

务水平，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

尽最大努力推动更多高频民生事

项“多件事”合并为“一件事”，“多

处跑”合并为“一次跑”，实现企业

群众跨域办事“只跑一次”“一次

办成”，加快打造政府服务体系，

让全区广大企业、群众更加方便

快捷地办成想办的事。

本报讯（通讯员 刘俊

祥）为进一步提升和巩固辖

区环境整治成果，9月8日，

文龙街道石佛岗社区组织

志愿者对各个楼栋、正街门

面的小广告进行清理，努力

为居民们营造一个整洁、有

序、舒适、温馨的宜居环境。

据悉，石佛岗社区居民

楼幢多数都是几十年前修建

的老旧房屋，各种配件设施

相对陈旧滞后。自全国文明

城区创建活动开展以来，石

佛岗社区积极推进绿化、美

化、亮化、净化工程，通过对

破旧道路进行修补、整治卫

生死角、增设绿化面积、添置

健身器材等，为广大居民营

造一个干净、整洁、舒适的宜

居环境。同时，开展“文明进

千家”“文明家庭”评选等活

动，使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掀

起“争做文明事、争当文明

人”的热潮。

此外，石佛岗社区还通

过评选“党员示范岗”“最美

婆媳”“最美夫妻”“最美家

庭”等形式树立典型，让先

进人物成为居民们竞相学

习的榜样。

文龙街道石佛岗社区

老旧小区绽放“文明花”

本报讯（通讯员 张

璨）为进一步规范辖区广

告秩序，净化城市市容市

貌，全面提升城市形象，9

月 6 日，区城管执法支队

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为契

机，对城区占绿遮绿广告

牌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整治前期，执法人员

深入开展了摸底排查，对

于占用或遮挡绿化用地的

广告牌，及时向相关责任

单位、个人下发限期整改

通知书，要求自行拆除。

对于没有自行拆除的广告

牌, 本次集中整治行动出

动机械、车辆依法予以集

中拆除，共计拆除非法占

用或遮挡绿化带的广告牌

22处。同时，为了达到执法与普法并行的

效果，在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还对当事人

或相关责任单位进行了宣传教育，普及相

关法律法规知识，使其提升爱绿护绿意识。

下一步，区城管执法支队将加大巡查

督查力度，进一步巩固集中整治成果，防止

绿化带内违规设牌情况“死灰复燃”，用实

际行动助力我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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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吴明浩）

近日，打通镇组织全体机关干

部、各村（社区）工作人员、志愿

者、建卡贫困户等200余人，对辖

区内城乡结合部、河流沿线、街

头巷尾、公路周边等的白色垃

圾、刘皮癣进行清理，扮靓美丽

打通。

“一大早就看到这些志愿者

扛起扫把忙起来，他们干得大汗

淋漓的，辛苦了。”附近的居民纷

纷点赞道。

据悉，连日来，打通镇积极

开展礼让斑马线、文明商户宣

传、“全民清洁日”行动，累计发

放宣传手册 500 余份、节能短信

60余条。

“我们号召全体机关干部、

村（社区）干部、群众积极行动起

来，用双手清洁家园，用行动美

化打通。”打通镇宣传委员、统战

委员唐宗学说。

扮靓美丽打通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吴文艺 吴明鸽）

9月8日，市教委一级巡视员邓睿一行

到我区开展秋季开学工作专项督导检

查。副区长雷瑞宏一同督导。

督导组一行先后来到綦江中学、

九龙幼儿园、重庆移通学院以及重庆

外语外事学院，实地察看了各校疫情

防控、食品卫生、校区建设等情况，现

场听取相关学校情况汇报，详细了解

各校学生报道、教育教学、设施配套等

工作落实情况。

督导组强调，要持续绷紧疫情防

控这根弦，严格落实好疫情防控相关要

求和各项措施，织牢校园疫情防控安全

网；要全面贯彻落实好党的教育方针，

继续做好基础教育，不断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推动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做

好校园绿化建设，提升校园绿化质量，

创造优美育人的校园环境；要将安全工

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切实加大校园安

全隐患排查力度，增强食品卫生安全意

识，保障广大师生人身安全。

督导组还对市优秀教师谢秀羽、

綦江好老师李玲进行了慰问。

市教委督导组来綦
督导检查秋季开学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 包俊）9

月8日，綦江区2021 年夏秋季预定新

兵役前训练动员大会在古剑山训练基

地举行，全区 270 余名应征青年参加

此次役前训练。

区委常委、区人武部大校政委何

先进寄语预定新兵不负韶华，刻苦训

练，努力在绿色军营里绽放青春。他

要求，全体参训人员要充分认清役前

训练的性质，尽快适应角色转换，树立

安全第一的观念，确保本次集训稳定

有序。

据悉，此次夏秋季征兵我区共有

2137 人应征报名，其中大学生 1558

人。经过层层筛选和严密考核，270余

名应征青年入选此次役前训练。按照

计划，这批预定新兵将接受为期两周

的训练和选拔，最终确定 180 人的正

式服役名单。他们将于近期奔赴军

营，建功立业。

（上接 1 版）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媒体

人这群特殊的战士，既是战“疫”的参与者，也

是亲历者和记录者，他们在疫情防控中“硬”

的举措、“暖”的故事、“美”的瞬间，很快通过

他们的笔尖、摄像机，走到报端、走进视屏，快

速传递着綦江温度、彰显着綦江力量。

去年1月25日是大年初一，身为党员的

王原野一早就接到返岗采访的指令，她没有

丝毫迟疑，匆忙准备了一下行囊，毅然走进了

属于新闻工作者的“战场”。当时她担任着融

媒体中心主任助理、新闻采访部主任，她不仅

要做好记者工作，还要负责统筹选题策划、记

者安排、与各街镇部门沟通对接工作。从那

天开始，她冒着被感染的风险，连续42天在

战“疫”一线采访。

市民虽然都居家隔离了，但新闻信息依

然畅通无阻……“疫情期间，我们全家老少居

家隔离，天天看綦江电视，在手机上看大美綦

江APP了解綦江战‘疫’情况。”市民王云说：

“记者深入防疫一线，感染风险很大，他们也

是战士。”当他看见在防疫一线采访的记者，

只戴着普通口罩时，就想法联系到记者，为记

者送去医用口罩。

脱贫攻坚也是一场重大战役，媒体人在

为自己的帮扶对象服好务同时，走进贫困村、

采访贫困户，及时采写脱贫攻坚中的真情故

事。为确保新闻质量，一个贫困村的采访记

者往往要跑两三趟，一大早出门，天黑才回家

早已司空见惯。记者邓大伟的脚跛了、吴明

鸽变瘦了、成蓉被晒黑了，甚至还有记者被中

暑送进了医院……辛勤的付出换回了一条条

鲜活的新闻，字里行间、电视画面，我们看到

了农民的幸福、乡村的变化和农业的发展。

2021年10月出版发行的《綦江脱贫攻坚

纪实》一书，全书40多万字，全面记录了綦江

人脱贫攻坚的历程。这部收录180篇文章的

专集，其中大都是融媒体中心的记者采写编

辑。“若有战，必向前，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

共产党员，哪里就有媒体人！”党员记者陈正

策说。

【创新】 在敬业中闪烁

2019年4月，区融媒体中心成立，媒体融

合发展赢得了新的机遇。该中心坚持创新引

领，积极探索，全力构建媒体从相加到相融的

新格局。在融合发展中，党员记者积极发挥

带头作用，打造品牌栏目、打通技术壁垒、再

造采编流程，新闻传播产生了质的飞跃。目

前中心所属13个媒体基本形成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传播格局，正在向我就是你、你就是

我的层级大步迈进。该中心的改革创新做

法，引来了市内外数十家单位参观学习。

进入网络时代，很多人都曾认为纸媒将

不再荣耀，甚至担心被新媒体完全淹没。然

而在融合发展中，区融媒体中心所属《綦江日

报》，秉持“服务决策 关注民生”的办报宗旨，

通过加大办报力度，创新报道内容，增加网上

电子版等，实现了纸媒与网络阅读的有效融

合，办报质量屡受好评，2020年度又获重庆市

优秀区县报称号。

去年 5 月，区融媒体中心探索将扶贫工

作植入现场直播，推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晒产业·晒产品·晒幸福帐单’”全媒体大型

采访，创新开展“党员直播带货”系列主题党

日活动，把30名党员全部安排到直播带货的

不同岗位上，在深入报道全区25个街镇、部

门和企事业单位脱贫攻坚的经验做法的同

时，也展现了共产党员担当作为的时代风

采。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党员直播带

货”主题党日活动举办了66场，为全区25个

贫困村的农户推销农产品5000余万元。

“我们中心还联合四川自贡日报开展‘綦

力贡建唱响双城记’直播带货活动，累计销售

自贡当地特色农产品8.5万元。”该支部负责

人介绍。

在“党员直播带货”活动中，党员胡婧文、

王程程、张庆等主动当起网络主播，为乡亲们

推销老盐菜、生态黄牛肉等农特产品。在她

们看来，参与“党员直播带货”主题党日活动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用这种方式帮助乡

亲推销农特产品，助力脱贫攻坚工作，体现党

员价值。

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因为努力，所以精

彩！

活跃在新闻一线的排头兵

一、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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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区选举委员会已经设立，在綦江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的领

导下，主持本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

二、区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代表名额分配到选区，按选区

进行选举。选区按居住状况、生产单位、工作单位、学习单位划分。

三、选举工作的主要日程

（一）2021年10月1日至10月31日，进行选民登记，为选民发放选民

证；

（二）2021年11月1日至11月13日，提名推荐协商确定代表候选人；

（三）2021年11月20日为綦江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日。

请各位选民积极参加选举活动，认真行使好自己的民主权利。

四、对选举违法行为的处理

有下列行为之一，破坏选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贿赂选民或者代表，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

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二）以暴力、威胁、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三）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四）对于控告、检举选举中违法行为的人，或者对于提出要求罢免代

表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五、对选举申诉案的受理

区选举委员会受理对选民名单不同意见的申诉；区人民法院受理对选

举委员会处理决定不服的申诉案件，并作出最后判决。

特此公告。

重庆市綦江区选举委员会

2021年9月9日

重庆市綦江区选举委员会公告
綦选公〔2021〕第1号

志愿者对占道经营商户进行劝导。通讯员 刘俊祥 摄

工人拆除占绿广告牌。通讯员 张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