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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润雪 实习生 李佳遥）6月 10日晚，
我区统一战线第一届“同心杯”篮球联谊赛在体育馆开赛。

本次篮球联谊赛由区委统战部、区体育局主办，旨在

进一步加强统战干部与统战成员的联络联谊，加强统战成

员之间的联系交流，增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知联会、新

专联等统战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比赛分两个阶段进
行，第一阶段分A、B组循环，第二阶段小组前两名交叉半

决赛、决赛。6月10日至6月17日期间，民革南川总支代表

队、民盟南川总支代表队、九三学社南川支社代表队、区工
商联代表队、区知联会代表队、区新专联代表队、区委统战

部机关队、乡镇（街道）宣传统战委员代表队 8支队伍展开

精彩角逐。

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毛朝银致辞并宣布比赛开幕，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知联会会长曹维灿，区政协副主
席、民革南川总支主委蒋建出席开幕式。

我区统一战线第一届
“同心杯”篮球联谊赛开赛

本报讯（记者 刘晓娟）“脱贫攻坚是什么？听我
唱个快板歌。同步小康大工程，努力奋斗几代人……”
6月6日上午，传媒中心九楼会议室里传出了阵阵快板声，
原来是区文化馆在这里开展“脱贫攻坚快板书”培训。

当天，各乡镇（街道）文化站站长、文艺志愿者共
100余人参加了培训。此次培训的快板书是区文化馆
为即将在全区开展的“新时代 话文明 共实践——

百讲进百村”系列巡讲活动而全新创作、编排的作品。
为了让大家快速掌握表演技巧，他们还邀请了区

戏剧曲艺家协会主席梁小勇进行快板表演相关知识的

培训。在培训中，梁小勇从快板的基本知识开始讲解，
然后结合自身的经验和感悟，向在场的学员全方位讲
授了如何找准快板表演的节奏、舞台表现技巧等。

据了解，区文化馆还将通过送文化下乡等活动，
到乡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村（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开展演出活动，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扎根南川大地。

区文化馆开展
“脱贫攻坚快板书”培训

本报讯（记者 卓枫淋）6月6日，木凉镇云都寺村
党总支与重庆南川石银村镇银行党支部举行“金融助
力脱贫攻坚”结对共建签约仪式。

据了解，结对共建后，该行将为村民量身定制金
融服务，推进“小额扶贫免息贷款”等符合乡村金融服
务需求的信贷产品，为建卡贫困户提供金融支持，同
时将通过加强支部基础建设互促、党员干部交流互
动、开展扶贫帮困互助等一系列工作助力脱贫攻坚。

“现在的政策真是越来越好了。”云都寺村1组的贫

困户许显庭一个月2000多元的收入除了家里的日常开
支，还要负担孩子的学费和妻子医药费，常常感到吃力。
签约仪式结束后，重庆南川石银村镇银行的工作人员现
场为他办理了5万元的小额扶贫无息贷款。许显庭说，
他准备利用这笔资金，先买300只鸭子发展养殖业。

发挥金融力量 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 盛余多）6月10日，记者从重
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三支队一大

队（简称高三支一大队）获悉，渝湘高速上首个多

功能预警系统目前已经安装调试完毕，已于端午

节正式投入使用。

三位一体 预警更有效
在渝湘高速南川至水江段入城 1657KM处

（小地名：梅垭），一台新安装完毕的多功能预警

系统格外引人注意。该预警系统高约七八米，形
似广告牌，从上往下依次为高清监控摄像头、高
音喇叭、爆闪灯、电显屏和控制机箱，与普通的情

报板有明显不同。
“普通的情报板只有一块电显屏，上面可

以实时显示预警文字，告知司机前方路段发

生的事情。”高三支一大队执法队员李炳臻介

绍，由于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较快，普通的情
报板很容易被司机忽略掉，可能导致二次事

故发生。

新建成的多功能预警系统则采用了“警灯、

警报、电显屏”三位一体的技术架构，一旦高速公
路上有异常情况，系统就会通过爆闪灯、高音喇

叭、文字提醒三种方式，更有效地提醒司机注意
前方路况。

“简单来说，就是从单一的视觉提醒，变成了

更醒目的视觉、听觉提醒，自然更容易引起司机
的注意，让预警更有效果。”李炳臻说。

十秒启动 提醒更及时
多功能预警系统的安装地点也是有讲究

的，一般为事故多发路段或者长下坡、大弯道等
特殊地形处，避免司机因为视野不佳等原因发

生事故。
“该路段小地名叫梅垭，是长下坡+大弯道的

组合路段，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将预警系统设置

在了长下坡的坡顶前。”李炳臻介绍，预警系统的

高清摄像头可以左右转动，24小时监控着该路段
的运行情况，一旦监测到发生拥堵或者进行交通

管制等异常情况，该系统就会立即启动爆闪灯，
并通过高音喇叭、电显屏同步提示后方来车关于

前方的情况。

“从发现异常到启动系统，仅仅需要 10秒
钟，能及时、有效地将信息转换成司机的知晓率，
真正实现发现即预警、即干预，最大限度避免二

次事故发生。”李炳臻说。
此外，该预警系统有太阳能供电和市电供电

两种选择，太阳能供电可持续满足 30至 50个小
时的预警需求，即使意外停电也能保证运行。

渝湘高速首个多功能预警系统投用

■ 记者 罗苑瑜

从过去的市级贫困村，到如今的茶业产业

村；从落后的高山小山村，到如今的避暑旅游目
的地，乾丰镇农化村完成了一场从无到有、从有
到优的蝶变。农化村是如何在脱贫攻坚战中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的？近日，记者就

农村基层党建工作采访了乾丰镇农化村党支部

书记盛娟。
记者：您好，盛书记！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党

支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像吸铁石一样把
群众紧紧凝聚在一起。这方面农化村怎么做的？

盛娟：农化村党支部在镇党委、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努力建设

“实干型”党支部。
以建成小康社会为
目标，吹响脱贫攻

坚冲锋号。发挥党
支部战斗堡垒作
用，结合本村实际，
引进茶叶种植项
目，带领全村群众

增收致富。坚持把
发展的需求、群众
的期盼作为改进工
作的动力，围绕基
层服务型党组织建
设，积极探索推行
全程代理零距离便
民服务模式，变群

众跑腿为干部跑
腿，不断增强干部

服务意识。另外，
我村党支部还强化“一个党员一面旗”的理念，

教育引导全村党员争当先锋模范，组织党员在
开展抢险救灾、环境整治、帮老扶困等志愿活动

中主动作为，勇挑重担。同时，强化阵地建设，

完善村便民服务中心 400平方米，配齐村卫生

室设备，配备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疗服务人员，配
备电商便民超市一个，于 2018年 6月至今帮助
农民增收10万余元。

记者：农化村从市级贫困村到现在的避暑旅
游目的地，离不开村党支部的引领。能具体谈一
下吗？

盛娟：过去的农化村可以算作是“空壳村”，
产业基础为零。为了发展农业产业，在没有外来

业主的情况下，村党支部积极发挥党员带头作

用，发展一名党员种植了100亩核桃，随后，通过

党员的带动作用，又新发展优质晚熟翠红李 500
亩，村里的农业产业渐渐有了起色。近年来，村
民看到了产业发展的前景，陆续加入到产业发展

中，又新发展优质核桃400亩、金荞麦200亩。
农化村村民有多年种植茶叶的传统，茶业发

展前景很可观，但多年来村里却没有发展起茶叶
大户，更谈不上茶叶企业。去年，村党支部瞄准
这一短板，决定引进大户规模化种植茶叶，从而

带动其他村民，使产业结构更加优化、茶叶品质
进一步提升。由村党支部委员成立招商组，主动
对接项目，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经过多
次洽谈，成功引进一户茶叶大户，通过实地调研，
结合我村实际制定了企业发展方向和发展规模，
同年栽植优质茶叶300亩。这期间，为了统一思
想、一鼓作气，我们采取先开党员大会的方式，由

党员来当宣传员，将企业发展的利好之处向群众
传播，最后顺利推进项目落地。企业入驻后，为
了稳定茶叶品质，新建育苗基地15亩，乾丰镇从

此有了自己的茶苗。
记者：茶业作为农化村的特色产业已取得一

定成效，村党支部还将从哪些方面助力茶业发展？
盛娟：今年，我村还将新栽植茶叶300亩，计

划到2023年，累计投入1500万元，不断扩大茶园

种植规模，规划建成镶嵌有彩色林木花卉的大花

园。通过转让林地林下使用权 2500亩，发展林
下经济，完成以茶旅融合为主线，具有地方特色
的乡村旅游规划。未来，我们还将借助企业规划

建设现代化标准的茶叶加工厂、茶叶展销大厅、

康养度假酒店。在农村“三变”改革工作的指导

下，我们村争取将国家的项目资金投入到村集体

资产，建立与村集体股份的利益联结机制；建立

农民宅基地、土林地等资产转化为资金配股的利
益联结机制；建立流转的耕地建成茶园三年有收

益后，返还给农户管理的利益联结机制。

夯实党建根基 助力脱贫攻坚
——访乾丰镇农化村党支部书记盛娟

6月10日，盛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记者 任前蔚 摄

好书记谈党建

6月10日，我区统一战线第一届“同心杯”篮球联谊赛
开赛。 记者 甘昊旻 摄

胜页4平台产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现面向公众进行意见征求，截至2019年6月17
日，公众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取公示内容、意见调查表以
及意见提出的方式、途径：http://hdyq.sinopec.com/
hdyq/csr/。联系电话：023-85638865，联系人：徐老师，
公告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华东油气分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华东油气分公司
南川页岩气项目部

环评公示

本报讯（记者 邓的）6月 10日，“共享芬
芳 共铸小康”中西部地区百县百场公益巡演走
进我区，带来了一场美轮美奂、精彩无比而又荡
涤心灵、催人奋进的巡演晚会。

文艺表演由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手语主持刘
小源演出的手语诗《我的梦》拉开序幕，优美的音
乐搭配着深蓝的背景，9位聋人演员如同一只只

天鹅翩翩起舞。盲人歌唱演员刘涛演唱的歌曲
《天域》以雄浑的嗓音征服了在场观众。22位聋

人演员表演的新创群舞《永不停跳的舞步》更让
观众惊艳。经典舞蹈《千手观音》自亮相央视春
晚以来，备受全国观众的喜爱，在国际上享有极
高的声誉，演员们一亮相，在场观众激动不已，纷
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晚会演出了 13个各具特色、精彩绝伦的节
目。演员们或许听不到音乐，或许眼前一片漆

黑，但他们表演动作整齐划一，展现出艺术的
灵动之美、震撼之美，展现了残疾人对梦想的

不懈追求和历经坎坷与命运抗争的无穷力
量。“上帝关上了一扇门，就会打开一扇窗。”台
下观众心灵受到洗礼，在艺术的陶冶中，或启
迪心智，或热血沸腾，许多观众流下了激动的
热泪。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是享誉世界的专业艺术
团体，足迹遍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员们始

终怀揣着对“真善美”的追求，超越语言、文化和
民族的界限，以特殊方式塑造艺术，于黑暗中体

味光明，于无声中感悟音律，于残缺中寻求完美，
创造了人类特殊艺术的经典，感动了中国，震撼
了世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和平艺术家”
的称号，被国际社会誉为“美与友谊的使者”和

“人类特殊艺术的火炬”。

当天上午还举行了“共享芬芳 共铸小康”
仁美书画展公益巡展，荟萃了全国100余位残疾
人书画名家的多幅书画作品，这些精品力作充分

展示了残疾人事业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展示了

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展示
了残疾人书画家“共筑中国梦，共赴新征程”的美
好愿景。

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副秘书长
徐钢、市残联副理事长张青莉、中国残疾人艺术
团常务副团长张京津出席活动，区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赖云致辞，副区长冉庆国主持开幕仪式。

“共享芬芳 共铸小康”公益巡演走进南川

图①：手语诗《我的梦》拉开了巡演序幕。
图②：激情四射的拉丁舞表演。
图③：6月10日，书画家当场挥毫，一展风采。
图④：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演员表演舞蹈《千手观音》。 记者 任前蔚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灭失李聘焱摩托车，车牌号码：渝GBD321。
●遗失南川区海奥餐馆普通机打发票一张，发票

代码：150001920230，发票号码：00973745（空白发票），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南川区奕宸餐饮服务部机打发票三
张，发票代码：150001720230，发票号码：02412970、
02412998、02432477（空白发票），声明作废。

便民服务台

什么是河长制？
由重庆市、南川区和各乡镇（街道）的领导，以及

各村（社区）的书记、主任担任“河长”，做好相应河流、
水库的管理、治理和保护工作。

重庆市第1号总河长令是什么？
4月20日，市委书记、市总河长陈敏尔，市委副书

记、市长、市总河长唐良智联合签发了全市第1号总河
长令《关于在全市开展污水偷排、直排、乱排专项整治
行动的决定》，决定自即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污水偷排、直排、乱排专项整治行动，
基本杜绝污水偷排、直排、乱排行为。

南川区河长制应知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