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交警大队加强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全力保障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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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司法局到安居调研律师公证工作

打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日前，市司法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秦丹带领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工

作人员一行到安居区司法局对律所党建工作、公证

体制改革工作开展调研督导。

调研督导组实地查看了四川居阳律师事务所、

四川文林律师事务所党建工作情况、阵地建设情况

和相关档案材料，详细了解了安居公证处体制改革

工作进展情况。区司法局负责人就安居区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建设、深化律师制度改革、公证体制改

革等相关工作向调研督导组进行了详细汇报。

秦丹强调，要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律所事业发

展的道路，坚持政治引领、党建先行，积极探索新时

代加强律所党建工作的新路径，取得新成绩；要积极

稳妥推进公证机构改革，加快公证领域“放、管、服”改

革工作，着力提升群众满意度。要充分整合法律援

助、人民调解、律师、公证等四个专业的法律服务资

源，统筹融合区、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三级公共法

律服务平台，为辖区群众、企业提供便捷、高效一站式

公共法律服务，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为切实加强当前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工作，全面提高辖区应急反应能力，有

效预防汛期强降雨导致的道路交通事故

及严重拥堵情况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区交警大队高度重视，积极采

取有效措施，迅速部署落实降雨恶劣天气

应急响应工作，进一步保障汛期道路交通

安全畅通，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

稳。

高度重视 专题组织部署

“全体民警、辅警要全面提高思想认

识，紧紧围绕以‘除隐患、防事故、保大庆’

为任务目标，不断加强路面巡逻管控力度，

时刻绷紧安全弦，全力做好辖区降雨天气应

急处置工作。”区交警大队认真研判大雨恶

劣天气可能导致辖区道路交通拥堵路段，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定人、定岗、

定责措施，迅速增派警力，最大限度提高路

面见警率和管事率。

同时，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制度和 24 小

时值班备勤制度，随时保持 24 小时通讯联

络畅通，严格做到坚守岗位，认真履职，随

时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工作。

全面排查 整治道路隐患

开展源头隐患清零行动，主动联合区

应急管理局、区交运局等部门，及时开展

安居客运站、富临运业等客货运输企业营

运车辆安全隐患大排查，对营运车辆安全

技术状况与安全设施进行逐台检查，对存

在隐患的车辆发出停车整改通知书，并要

求企业管理人员严格把关，主动督促驾驶

人与车主检查保养车辆，做到每日必检，

出车收车必查，保证雨天恶劣环境中安全

通行。

督促运输企业健全完善 GPS 动态监控

机制和相关工作制度，严格落实交通安全

预警、告知制度，提高对车辆技术性能的

日常检查频率，确保车辆技术性能良好。

严格落实客运驾驶人驾驶时间、停车休息

时间等，严防驾驶人疲劳驾驶。同时开展

交通设备排查，及时发现因大风、暴雨损

坏的信号灯、交通标志、监控设备等，落实

维护措施。期间，共排查隐患 2 起。

灵活调度 保障交通秩序

根据辖区降水情况，区交警大队合理

部署执勤警力，加强道路巡逻管控力度，

确保有险情、有拥堵、有积水路段警力迅

速到达，坚持“路不畅通，警不撤离”，全力

做好交通疏导。按照“提前预警、重点监

控、及时疏导”的原则，采取动态巡逻与固

定执勤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易积水路

段、坡道、急弯等危险路段的监控工作，合

理设置警告标志、提示牌及安全防护设

施，严格控制车辆通行速度，对易出现险

情的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并及时增派警力

通过喇叭喊话、警车警灯阻隔警示等方式

分流引导，确保车辆安全通行。

针对汛期路面湿滑、道路通行能力降

低、部分道路损毁等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

故的不利因素，密切加强路面管控，严格

落实“六必查”措施，重点加强对客货运车

辆超员、超速、疲劳驾驶、超载等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强化执法以降低事

故风险；对于积水较深、车辆无法安全通

过的区域，立即组织分流，选择地势高，通

行条件好的路段作为应急道路使用，迅速

在外围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分流滞留车

辆，严防严重交通堵塞和交通事故的发

生。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区交警大队
开展道路交通整治行动

为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坚

决遏制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保障道路整

体交通安全形势平稳。连日来，区交警大

队优化勤务模式、强化整治措施，组织警力

开展整治行动。行动中，大队共出动警力

30 人次，出动警车 8 辆次，设置检查点 2 处，

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14 起，酒驾违法

行为 1 起，无证驾驶 2 起，安全设施不全 6

起。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摄

近年来，保石镇老屋沟村认真贯彻落

实上级关于脱贫攻坚系列决策部署，充分

发挥基层一线脱贫攻坚主力军作用，紧扣

“退出”主题，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抓住各

个环节，准确把握时间节点，持续加力，多

措并举保障脱贫攻坚。

多元化产业发展
鼓起群众增收“钱袋子”

杂柑产业作为保石镇老屋沟村的特色

产业之一，承担着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任

务，科学合理的田间管护对于产业的重要

性也不言而喻。家住老屋沟村 3组的蒋全胜

最近也趁着农闲时间在村里的杂柑产业园

锄草，这不仅利于杂柑的生长，还能有效增

加家庭收入。

“在杂柑园施点肥、除点草、打点药，又

有事情做还能增加经济收入，咱的日子是越

过越好"。蒋全胜告诉记者，平时在家里做

点农活，一有空余时间便到杂柑园来打点小

工，在家门口便能挣钱，别提有多高兴。

“村上种植莲藕有 10 余亩，是由引进的

返乡人士进行种植，现目前莲藕达到了 130
多亩，我们村上集体经济也有莲藕 10 余

亩，由返乡人士统一进行代管。“老屋沟村

第一书记张勇向记者介绍到，发展 300 亩杂

柑产业正是该村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

举措之一，同时，老屋沟村还积极回引成功

人士返乡创业。

此前在外务工，去年在村两委班子及

村帮扶力量的招引下，回到家乡成立了大

象姐养殖专业合作社，由于养蚕不愁销路，

回收成本快，他流转了 100 亩地种植桑树发

展蚕桑养殖。

“一年可以养 4 至 5 季，下半年还可以

养鸡、养鱼，一点都不浪费土地，一年挣个

一 二 十 万 稳 稳 当 当 ，比 在 外 面 打 工 强 太

多。”大象姐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者人吴红兵

说，下一步，自己还将带动整个村，把栽桑

养蚕规模扩大，让村民们都有钱赚。

“增加村民收入主要是务工，村上的这

些产业每天能确保用工 10 名，有时候忙起

来需要 20 名到 30 名，每人每天务工费 50

元；同时集体经济增收，这些村民还能进行

分红。”老屋沟村第一书记张勇告诉记者，历

经多年发展，老屋沟村村集体经济逐步发展

壮大，同时也有效促进了群众增收渠道的多

样化，进一步巩固提升了脱贫攻坚成果。

强化帮扶政策
解决群众“后顾之忧”

产 业 发 展 让 该 村 脱 贫 攻 坚“ 底 气 十

足”，强化帮扶政策则解除了贫困群众“后

顾之忧”。近年来，老屋沟村在积极发展产

业，不断夯实脱贫本底的同时，还着力到户

开展精准帮扶，进一步提升村民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孙子读书享受到了帮扶政策，是不

是？“”是，享受到了。”“家庭现在过得幸不

幸福？““幸福。”

今年 65 岁的贫困户周成秀，家中有 6
口人，现在她的孙子读书也能享受到帮扶

政策。经过连年来的精准帮扶，她实现了

如期脱贫。

2019 年，是老屋沟村决战决胜脱贫退

出贫困村之年，接下来，该村将继续坚持以

扶贫攻坚工作为主线，举全村之力努力发

展村里的各项事业，力争如期退出贫困村，

实现百姓脱贫奔康。

“现在我们老屋沟村在以前的产业基

础上，准备加大免费发放杂柑苗力度，让老

百姓种植，增加老百姓收入，同时发展果

桑，林下养殖。”老屋沟村村主任唐运东向

记者介绍到，现在村上已经有两个产业基

地初具规模，下一步准备加大对种植养殖

业的发展。在基础设施方面，争取在 9 月

将 2.2 公里村主道路加宽，同时电力设施也

计划在 9 月到 10 月要完工，让老百姓安心

用电，方便老百姓的出行，早日让老百姓增

收，让大家的钱袋子鼓起来。

（全媒体记者 王超）

常理镇海龙村被确定为全市乡

村振兴试点村，目前正在建设省级示

范村美丽乡村道路建设项目。该项

目全长 1.78 公里，路面宽达 5 米，将

惠及全村所有社，预计本月底可全线

贯通。项目完工后，大货车可随便通

行，为该村产业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

的基础。图为海龙村美丽乡村道路

建设项目现场。

全媒体记者 黄焱 摄

1、非洲猪瘟是什么样的疫病？
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

烈 性 、高 度 接 触 性 传 染 病, 严 重 危 害 着 全 球 养 猪

业。我国将非洲猪瘟列为一类动物疫病，是烈性外

来 疫 病 ，其 强 毒 力 毒 株 对 生 猪 致 病 率 高 ，致 死 率

100%。

2、非洲猪瘟会感染人吗？
非洲猪瘟不是人畜共患病。猪是非洲猪瘟病毒

唯一的自然宿主, 除家猪和野猪外, 其它动物不感

染该病毒。虽然对猪有致命危险，但对人却没有危

害，属于典型的传猪不传人型病毒。

3、非洲猪瘟能否采取免疫措施？
非洲猪瘟目前尚无有效疫苗，只能采取扑杀净

化措施。

4、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可以认为是疑似非洲猪
瘟发病？

非洲猪瘟症状与常见猪瘟相似，如果免疫过猪

瘟疫苗的猪出现无症状突然死亡异常增多，或大量

生猪出现步态僵直，呼吸困难，腹泻或便秘，粪便带

血，关节肿胀，局部皮肤溃疡、坏死等症状，可怀疑

为非洲猪瘟。

5、发生了疑似非洲猪瘟应该怎么办？
养殖户发现疑似非洲猪瘟症状时，应立即隔离

猪群，限制猪群移动，并立即通知当地村级防疫员

或当地兽医机构，同时要做好消毒工作，配合有关

部门做好移动监管。村级防疫员要加强疫情排查，

早期识别感染，一旦发现疑似疫情，应协助养殖户

隔离猪群，限制移动，并加强消毒，及时上报。屠宰

场官方兽医要重点排查淋巴结等器官组织的症状，

发现有类似猪瘟症状的，要采取隔离消毒措施，并

按要求采集抗凝血、扁桃体、肾脏、淋巴结等样品送

检。

6、养殖户该如何防控非洲猪瘟？
防控非洲猪瘟，重点是做好猪群饲养管理，做到

“五要四不要”。“五要”：一要减少场外人员和车辆

进入猪场；二要对人员和车辆入场前彻底消毒；三

要对猪群实施全进全出饲养管理；四要对新引进生

猪实施隔离；五要按规定申报检疫。“四不要”：不要

使用餐馆、食堂的泔水或餐余垃圾喂猪；不要散放

饲养，避免家猪与野猪接触；不要从疫区调运生猪；

不要对出现的可疑病例隐瞒不报。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整理）

保石镇老屋沟村发挥基层一线脱贫攻坚主力军作用

产业帮扶让脱贫摘帽“底气十足”

乡村道路建设
助推乡村振兴

（紧接 01 版）在建设生态田园城市的基础上更加注

重人的体验，将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将

休闲体验与审美感受有机统一。突出规划引领，在

城区规划初期强化“留白”意识，在重要聚居区周

边、重要交通干道两旁布局公园、节点景观、休闲广

场等，构建“人在公园中、人在生态里”城市发展新

格局。注重城市建设，按照“北融、西拓、南改、东进”

的空间开发格局，重点加快南部旧城改造、西城新区

开发，老城区面积在 5 亩以下的土地不实施商业开

发，大力招引国内外知名商贸企业落户西城新区，规

划建设高品质的沿江生态湿地公园，引进知名规划

机构进行城市设计和控规修订，以西城新区和旧城

改造的全面开发，引领和激活安居城市建设整盘

棋。推进全域增绿，严控城市新开发楼盘容积率，大

面积规划建设小区绿地和公共空间绿地，规划建设

道路绿化隔离带，展现安居秀美风光，实现“三百米

见绿、五百米见水”。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城市发展

从工业逻辑回归人本逻辑、从生产导向转向生活导

向，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

力争 5 年内公园城市特点初步显现。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