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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让

市民饱受酷暑的“烤”验，在这样

的天气里，书店成为市民特别是

学生消夏纳凉的好去处，阅读的

身影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

清凉的风景。

8 月 12 日，记者走进区图书

馆，一股凉风迎面而来，让人顿

觉凉爽。整个图书馆内，少儿读

物区的人气最旺，孩子们或席地

而坐，或倚靠在书架边，认真翻

阅着自己感兴趣的书籍。许多

家 长 还 陪 着 孩 子 一 同 过 来 看

书。一边享受读书的乐趣，一边

享受图书馆的凉爽。图为区图

书馆的阅读者们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摄

肖舰率队督导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全面整治各类安全隐患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王江涛 全媒体记者 王超）8 月 13 日，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肖舰带领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

区市场监管局、区交运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全区部分

重点领域督导安全生产工作。

当天，肖舰一行先后前往鱼跃龙门火锅店、阳阳液化汽

站、东禅镇同军加油站、东禅水磨桥等地督导安全生产工

作，仔细查看现场安全隐患，并就整改中遇到的问题现场协

调相关部门尽快解决。督导中，肖舰尤其重视重点领域消防

安全工作落实情况以及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情况等，要求相应

的责任主体务必及时整改到位。

肖舰要求，要切实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加强日常安全宣

传教育；要加大消防设施自查力度，坚决遏制火灾事故发

生；要加强各场所人员消防安全培训，确保每名员工都能够

正确掌握基本的灭火和逃生自救能力；各相关单位要加强排

查，全面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把监管责任落实到位，确保全

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安居区召开建筑施工质量安全生产工作会
暨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标准化现场观摩会

把好工程建设质量关
精益求精打造品质工程

本报讯（实习记者 戴广伟）8 月 13 日，安居区建筑施工

质量安全生产工作会暨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标准化现场观摩

会在碧桂园凤栖台一期项目施工现场召开。副区长冷强军

出席会议。

会议对安居区 2019 年上半年建筑施工质量安全管理工

作进行总结，并对下半年建筑施工质量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安

排部署。

冷强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统一认识，高度重视当前安

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要突出重点，切实增强质量安全管

理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狠抓落实，全力保障质量安全

管理工作有效开展，始终把好工程建设质量关、安全关，精

益求精打造品质工程、平安工程、良心工程，为安居的建设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区农业农村局召开援彝干部座谈会

多为彝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圆满完成援彝各项工作任务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日前，区农业农村局召开援

彝干部座谈会。

座谈会上，8 名援彝干部们分享了自己在面临语言上有

障碍、风俗习惯各不同、自己家庭难照顾等困难面前，如何

发挥专业优势特长，帮助彝区群众发展生产等情况，并纷纷

表示，请党组织和单位放心，一定会牢记党组织和局机关嘱

托，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特长，为彝区脱贫攻坚事业贡献自己

的力量。

会议指出，援彝工作是组织的安排，也是对自我的考验，

援彝干部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

当地党组织领导下，扎实开展各项工作；要多思考谋划，多

交流沟通，注重工作方法，处理好与当地党组织、政府、彝区

群众的关系，帮助彝区早日脱贫。同时要注意自身安全，多

为彝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圆满完成援彝各项工

作任务。

凤凰街道工会联合会召开“八大群体”入会推进会

让八大群体有家可依
感受党的关怀和工会温暖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

区总工会有关货车司机等“八大群体”建会行动的安排部

署，持续推进农民工入会工作，不断扩大工会组织和工会工

作有效覆盖，日前凤凰街道工会联会召开“八大群体”入会

推进会议，辖区内 16 个社区工会主席及凤凰街道工联会工

作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安居区总工会关于推进“八大群体”入会的

工作要求。会议强调，各基层工会要创新性地开展好工会工

作，高度重视这次普查摸底，做细做实，多向大家宣传工会

的各项普惠服务，吸引“八大群体”加入工会，让“八大群体”

有会可入、有家可依，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及工会组

织的温暖。

曾经的拦江镇染房沟村经济基础薄

弱，村民出行难，用水难，近年来，染房沟

村致力于产业发展，实现村民就近务工，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各类特色

产业，拓宽增收渠道，让昔日的旱片死角

村，如今焕发了新的生机。

致力产业发展
让村民就近务工

一走进拦江镇染房沟村，映入眼帘的

便是成片的莲藕。一眼望不到头的荷叶

荷花，随微风轻轻摆动，为盛夏的染房沟

村点缀上一抹翠绿的颜色。据了解，整

个莲藕产业是染房沟村通过引进业主，

流转土地的方式逐步发展起来的，到如

今已是荷叶成片，荷花飘香，这不仅为染

房沟村带来了勃勃生机，也为村民脱贫

奔康带来了希望。

“现在有十个人在基地务工，农忙的

时候施肥、除草还需要 20 到 30 个人工，

平均下来 60 元一天不等。”染房沟村莲藕

基地负责人刘炳炎告诉记者，整个莲藕

基地有 360 亩，现在已经是村民们打工挣

钱的好去处，农忙时节来基地做些施肥、

锄草等管护工作，也能为村民带来不少

收入。

“我们经常在基地里打工，挣的是现

钱，十天一结账，甚至 100 元一天都有。”

染房沟村村民夏振飞告诉记者，因为基

地是现结，大伙都愿意在基地务工。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道路是贫

困村的脱贫致富路，趁着晴好天气，工人

们正加紧对新修建的道路进行浇筑硬

化。去年以来，染房沟村通过补助加自

筹的方式加宽了 3 公里村道路，同时积极

向上争取，获得了 2.4 公里的道路建设指

标，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预计本月底

完工。

染房沟村第一书记奉翔向记者介绍

到，目前村上争取到移民候补项目 800
米，投资 60 万，现在正在实施，还争取到

区交运局资金拼盘项目 1 公里，投资 45
万元，现在全村村道路总里程达到了 11.7
公里。

不仅有了道路，染房沟村还修建了 6
口塘堰，为村民生产生活用水带来了便

利。正是依托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民

开始发展其它特色产业，龙虾养殖就是

其中之一。

“上游的塘堰能对虾场提供良好的水

源保障，周边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完善，

对我们运输已经养好的成品绿色龙虾走

向市场提供很好的交通便利。”染房沟村

虾场负责人黎伟向记者说到。

产业发展起来了，村民的腰包鼓起来

了，染房沟村贫困落后的面貌一去不复

返。下一步，染房沟村将进一步做优做

强各项产业，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让他

们的收入再上一个新台阶。

染房沟村第一书记奉翔告诉记者，未

来，全村将加强主导产业胭脂脆桃、脆红

李的培育，并积极搭建电商平台，拓宽销

售渠道。同时依托莲藕基地、龙虾养殖

等特色产业，让一批贫困户就近就地实

现就业，使他们尽快脱贫致富。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拦江镇染房沟村致力产业发展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昔日贫困村焕发新生机

进入三伏天，烈日似火，高温天户外

气温超过 38℃，而地表温度更是高于这

个温度。但在安白路项目施工现场，各

项目施工人员仍坚守岗位，全力抢抓工

作进度。

8 月 13 日下午，记者在石洞镇杨家坝

村白安河大桥施工现场看见，炎炎烈日

下，施工人员不畏酷暑，抢抓施工进度，

现场忙碌而有序。据了解，白安河大桥

位于新建安居至白马公路 K7+010 处，桥

梁总长 156 米，桥面宽度 12 米，河心设计

有桥桩及墩柱。自开工以来，经过施工

人员以及多台大型机械紧张忙碌，目前

工程下部结构已经完成，而工程的上部

结构的 0 号块和 1 号块已经完成施工，预

计整个工程在今年年底竣工。

“在‘安白路’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得

到了安居区委、区政府及交通局以及沿

线乡镇的大力支持，施工方将争取早日

把安白路项目建设成一个精品工程、优

质工程。”安白路项目经理周敏告诉记

者，为确保该工程安全优质如期完工，下

一步，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合理安

排施工人员，规范现场施工管理，精心组

织施工作业，制定严密的施工计划和安全

防范措施，采用“白+黑、五+二”的施工节

奏，倒排工期，抢晴战雨，力争在合同工期

内完成安白路的所有工程，为沿途乡镇的

群众建设一条康庄大道。

“安居至白马道路建设项目涉及安

居、石洞、白马三个乡镇，全长 13.38 公

里，路基宽 12 米，设计速度 60km/h，沥青

混 凝 土 二 级 公 路 标 准 ，总 投 资 1.46 个

亿。工程于 2018 年 3 月动工建设，截至

目前整个工程已完成路基工程 90%，桥

涵工程完成 80%。”区交运局总工程师

李勇向记者介绍道，在下一步的工作推

进中，工程计划今年 10 月底完成路基工

程，11 月中旬完成沙泥石垫层，明年 1 月

底完成水稳层铺设，整个工程预计 2020
年 3 月份全部竣工。

为加快工程建设进度，不仅施工单位

排足施工人员和机械设备，区交运局也组

织项目联系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实地了解

交通重点工程、重点项目的进展情况，以

及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存在的问题和困

难，集中时间精力，帮助解决难题，加快推

进落实，全力冲刺，确保建设项目如期完

成。同时，区交运局还要求项目施工队不

仅要保证工程质量，也要保证施工人员的

安全，以及机械操作手的安全，做好防暑

降温措施。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区交运局积极推动交通项目建设

为群众建设一条康庄大道

“领了这笔钱，我就去给她买个鸡来

炖，提高困难残疾人补贴标准这个民生

工程确实暖人心啊！”这是近日发生在安

居区东禅镇马家桥村唐光兵家中的一

幕，他对上门慰问的安居区民政局工作

人员感慨地说。

唐光兵是马家桥村二社低保户，妻子

王贵云今年 60 多岁了，20 年前突发脑溢

血，一个平日里能担 200 多斤的女人倒下

了，这个家庭也随之垮了，两个年幼的儿

子跟着唐光兵瞬间失去了家庭的主心

骨。唐光兵只好放弃打工回家照顾瘫痪

的王贵云，一家人的生活陷入拮据的状

态。

自残疾人民生工程实施以来，安居区

民政局把王贵云纳入救助对象，经过今

年调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后，王贵云

可以领取养老保险、新农保、重度残疾补

贴和低保等，一个月 500 多元，解决了老

两口的基本生活，儿子们也可放心地在

外打工贴补家用。

同样是该社的陈克全，小女儿系精神

残疾三级，在妻子去世之前还能全心照

顾小女儿，他也能外出务工解决家庭经

济困难，一家人的日子过得也算可以。

妻子患癌症花去了家中所有积蓄，还欠

了一些外债，大女儿也只有放弃一切务

工的机会，回家照顾患病的妹妹。被纳

入救助对象后，小女儿可领取低保费、精

神门诊药费和残疾人护理费等，为这个

不幸的家庭送去了党的温暖和关怀。村

上也积极为陈克全寻找挣钱的机会，让

其在公益性岗位为村上做一些事，解决

部分家庭困难。一家人的生活有了极大

改善，逢人就夸政府的惠残民生工程就

是好。惠残民生工程也得到了周围居民

的广泛好评。

安居镇佛岩村三社冯术元，因本人肢

体二级残疾享受低保和困残补贴，今年

也提高了补助标准；东禅镇马家桥村 7 社

王应家本人肢体残疾一级，领取残疾人

护理、养老保险，女儿肢体残疾二级，领

取残疾人护理费……

这些，只是安居区受益于“提高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这项民生工程的

一个个缩影。

据安居区民政局社会救助和儿童保

障股股长谭英杰介绍，今年以来安居区

民政部门坚持“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

民服务”的宗旨，以“救急难”发现机制为

抓手，扎实推进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标准民生工程实施，及时将符合条件

的二级以上困难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

障范围，今年上半年已为 7841 人提高补

贴标准，让惠民政策惠及百姓，温暖民

心，确保困难残疾人补贴政策落实到位，

已按 90 元 /人 /月标准为困难残疾人发放

生活补贴 391.6 万元。

（全媒体记者 黄焱）

惠残民生工程暖民心
安居区上半年已为 7841名困难残疾人提高补贴标准

白安河大桥施工现场

区住建局上半年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今年上半年，区住建局紧扣

建设“全省特色工业示范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公园城市示

范区”部署，按年初既定的工作目标，明措施，抓落实，在基

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行业管理及机关内部管理等方面取

得较好成效。

据了解，开年以来，区住建局紧贴群众需求，全力推进基

础及民生工程建设，持续推进城区基础设施建设等前期技术

程序准备工作，确保项目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不断加快在

建项目建设，指导福安公司完成 20 个乡镇污水管网建设、

G318 雨污水管网改造、25 个居民聚居点污水治理项目等项

目；通过抓质量、抓进度，有序推进旧城棚户区改造、凤凰大

道南延线棚改项目，完成投资约 3.6 亿元；抓好项目收尾工

作，顺利完成园区区间道路等 5 个项目竣工验收。

下一步，区住建局将对标补短，进一步加快民生工程保

障步伐；深入开展防高处坠落、防物体打击、防触电等事故

专项整治活动，进一步做好全区房屋建设和市政建设项目的

质量安全监管，坚决遏制重特大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进一

步做好房地产管理工作；全力做好旧城改造工作；规范房地

产市场，确保社会稳定；有序推进工程建设审批制度改革，

努力推动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