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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决策 关注民生

南川发布 今日南川今日4版

本报讯（记者 胡溢）8月 9
日，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重庆市

委主委、市侨联主席张玲来到我

区，接待来访群众，开展“主席接

待委员日”活动。
接访中，张玲认真倾听来访

群众诉求，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

题。张玲说，民生事，无小事。

对老百姓来说，每一件具体的小
事都是关系群众生产生活的大

事。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设身处地想群

众所想，集中力量解决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依法依规妥善

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最大限度维

护群众合法权益，让群众感受到
关怀和温暖。

在随后的“主席接待委员日”

中，来自南川区、涪陵区、长寿区、
梁平区和垫江县的市政协委员代
表结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实际，
畅所欲言，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谈感

受、说想法、提建议。张玲认真记
录委员发言，并不时就有关问题
与委员交换意见、交流看法。她
表示，“主席接待委员日”活动是
市政协主席班子密切联系群众、
倾听各界声音的重要渠道，市政
协将认真梳理、归纳委员们的意
见建议，为党政决策提供参考，把

真知灼见真正变成政协助力地方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

有力举措。希望政协委员们继续

发挥智力优势，结合工作实际，持
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
难点问题，通过广泛调研和科学

论证，提出更多具有针对性、操作
性的意见和建议，助推全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区政协主席简支全向市政
协对南川的关心支持和对区政
协的指导表示感谢，希望市政协
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南川发展，助

推南川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
阶；加大对区政协工作的指导力
度，推动南川政协工作提质增
效、创新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
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

年。简支全还围绕加快渝西片
区轨道交通建设、加大对资源枯
竭型城市转移支付力度等问题

提出意见建议。
市政协委员、区政协副主席

蒋建、舒茂全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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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基层一线去，到困难多的地方去，到群众最

需要的地方去！”
央企是国家、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自进入

南川以来，中海地产重庆公司深耕中海·黎香湖项
目，将其打造成为一张靓丽名片，为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与此同时，中海地产重庆公司始终坚持以党建为

引领，积极把党建活动开展到最需要的地方，由党员
带头开展助学助教、精准扶贫等系列工作，积极履行

企业社会责任，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好评。

助学助教，关爱留守儿童
“张慧姐姐，我最近 3次数学考试分别是 82、

86、91.5分，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足球运动员，我希望
上初中后还能见到您……”日前，中海·黎香湖项目
综合管理部张慧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写信的是

她在公司党建活动中结对帮扶的一名留守儿童，字
里行间充满了对张慧的依恋和信任。

和张慧一样收到类似信件的，还有中海地产重庆

公司党支部的其他党员。今年上半年，该党支部以
“助学助教 关爱留守儿童”为活动主题，利用晚上下
班时间、周末及节假日，重点帮扶黎香湖镇中心校的
留守儿童，组织开展了“志愿辅导作业、参观红色教育
基地、主题演讲、集体春游、集体生日会、呵护牙齿健
康、心理座谈、庆六一·颂祖国”等系列活动，帮助孩

子们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积极推动教育事业发展。
刘星（化名）是黎香湖镇中心校五年级的学生，

性格有点孤僻，平日里不太爱和同学说话。中海地
产重庆公司党支部特意在活动中安排了懂心理知

识的党员对他进行心理辅导，带他参加集体活动，

帮他辅导功课。刘星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和同学渐

渐有了交流，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非常愿意参加这样的党

建活动，希望用我们微薄的力量，唤起全社会关心教

育事业、致力教育扶贫的意识，让每一个儿童都能健
康快乐成长，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中海地产重庆
公司党支部党员郎洪波说。

精准扶贫，彰显担当
中海地产重庆公司党支部坚持把党建工作与

精准脱贫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采取多种内容具
体、针对性强的措施，精准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等挞谷了，喊你们来吃新米饭。”日前，黎香湖
镇西湖村的建卡贫困户卢理华特意来到中海·黎香

湖项目部，感谢帮他插秧的党员志愿者。
原来，今年农忙期间，卢理华家里因为缺乏劳

动力，无法及时播种插秧，将面临减产减收的局

面。于是，中海地产重庆公司党支部立即组成了以

党员代表为主的扶贫小组，利用周末时间来到卢理
华家中帮他插秧，及时解决了他的具体生产生活问
题，以实际行动助力脱贫攻坚。

中海·黎香湖：把党建活动开展到最需要的地方

■ 记者 袁治卫

市容市貌是一个城市的“面子”，“面子”干净

了，才能“近者悦远者来”。而扬尘，往往让“面子”
灰头土脸。

近年来，我区有效控制城区扬尘，10条道路获
市级创建（巩固）扬尘控制示范道路命名，助力全

区打赢打好蓝天保卫战，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连续两年在渝西和重庆主城 23个考核单元中排名
第一。

扫 保一路清爽
8月 6日，阳光不强烈，但显得特别闷热。环卫

工人淳光文正在新城区体育馆路段清扫路面，树

叶、垃圾、烟头、灰尘……一点也不马虎，泛白的工
作服背上早已浸透汗渍。

“凌晨4点多起床，准时5点到工作路段作业。”
淳光文说。

据了解，每个路段实行两班制，每天工作 8小
时，持续保洁至晚上 10点。早上 5点到 7点进行地

毯式普扫，这是每天对路面灰尘进行第一次清扫；7
点后保洁，清理路段内出现的垃圾、烟头、果皮等。

“早上七八点，晚上七八点，这两个时间段的人
流量大，不利于清扫，普扫要避免这两个时间段。”

淳光文说。 （下转第二版）

讲“面子”重“里子”
我区有效控制道路扬尘问题

8月8日，环卫工人对路面花草进行喷淋，养护的同时也降尘。 记者 袁治卫 摄

本报讯（记者 刘晓娟）近日，东城街道灌坝社区“好邻居”文明
互助小家互助基金正式启动。

“好邻居”文明互助小家互助基金是该社区在探索新时代文明实

践的具体举措之一，旨在通过文明互助小家搭建互助平台，筹集资

金，引导居民互帮互助。
文明互助小家是灌坝社区居民以小家为单位常态化开展互帮互

助、矛盾化解、解决居民实际需求等志愿服务的一个平台，但解决实
际需求很多时候都需要资金，但资金来源却是一个问题。

“我们以前就采用募捐的方式来帮助社区困难的人，现在我们建

立互助基金机制，将募集的资金进行规范化的管理。”灌坝社区党委
书记杨勇说，资金采取随时募集的方式，由党员和志愿者自愿捐款筹
集资金，由专人进行管理，公开透明，用于党员困难互助及慰问帮扶、

支部活动及户外活动等。
目前，灌坝社区“好邻居”文明互助小家互助基金已募集资金

2900元，主要来源于文明互助小家志愿者募捐，以及部分居民捐赠，

基金所有用途需通过社区评议后方可使用。“基金来自居民用于居
民，将会在文明互助小家的管理下规范使用，真正地实现居民的自我

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杨勇说。

灌坝社区建立小家互助基金

本报讯（见习记者 韦其邑）据区气象局最新消息，本周我区以
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将再次冲击37℃。

区气象局工作人员介绍，预计我区8月中旬各地将以晴到多云为

主，无明显的降水过程，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达 35～39℃，部分乡

镇极端最高气温将超过40℃。建议市民尽量避免或者减少在高温时
段的户外活动，若外出，应采取打遮阳伞、涂防晒霜等必要措施，随身

带上水和防暑药品。进出空调房间要注意适应室内外温差，室内最
佳温度宜在26℃左右。各地做好水资源调度工作，确保人畜饮水，减

轻高温少雨天气对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
区森林防火指挥部提醒，晴热高温使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各部门

要注意防范潜在的火灾隐患。
本周具体天气情况为：8月 13日，晴，气温 23~37℃；14日，多云，

气温 24~35℃；15日，多云到晴，气温 24~37℃；16日，晴，气温 23~
37℃；17日，晴，气温23~37℃；18日，多云到晴，气温23~36℃。

晴热高温持续 注意防暑防晒

■ 记者 胡润雪

在我区远远近近的乡镇村社，一条条平整的农
村公路通达乡间，串起一个个村落，连起一个个院
坝，村民因此开启新的生活。一路通而百业兴，交

通自古以来就是民生要义、经济命脉，维系着人们

的生产生活，承载着社会的发展重托。在一些偏远
闭塞的农村地区，打通一条路，就为群众致富多开
了一扇门。

近年来，我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四好农村路”建设的指示要求，加快推进“四好农
村路”建设。2018年，我区正式印发《南川区交通

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提出 2018年~2020年投

资 18.1亿元，建设 1400公里“四好农村路”。而在

实施中，2018年，我区下达“四好农村路”建设计划
707公里，2019年，下达建设计划 853公里，两年时

间便超额完成了三年计划。

干线升级
“路宽客源广”

大暑之后，炎热的天气将人们往山里赶，群山
环绕的三泉镇莲花村迎来了一拨又一拨消夏的客

人。农家乐业主蒲新平很高兴也有些急迫，“门口
的路已经在铺沥青了，快点完工，快点完工！”

原来，去年 8月，从莲花村三支路到花厅古寺
庙的水泥路被纳入提档升级工程，按照 6.5米宽标
准建设，目前已经进入水稳层铺设阶段。

“以前的路坑洼不平，弯道又多，开车的说难
开，坐车的说晕车，客人来了一次都不想来第二次。”
蒲新平说，如今下了高速路后，6.5米宽的沥青路直
达门口，客人自然愿意来，这生意就好做得多了。

同样，位于南城街道三汇村的良瑜·国际养生谷
也因为门前的这条路带来了人气和财气。上个月，
良瑜·国际养生谷一期开盘，开盘当日，众多游客慕
名而来。“当天我们接待了上千人，便利的交通为我

们的项目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也提升了我们的旅

游休闲品质。”良瑜·国际养生谷副总经理彭国庆介
绍，去年8月，公司通过交通局补助和自筹的方式油

化了这条4.7公里的支路，不仅促进了项目建设，也
解决了沿线村民的出行问题。 （下转第二版）

通畅通达通民心
我区三步走织密农村路网

7月30日，车辆行驶在石墙镇楼岭村的通村公路上。我区在2018年和2019年下达“四好农村路”建设
计划1560公里，两年时间便超额完成了三年计划。 记者 甘昊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