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7日，石柱自治县中
益乡华溪村，驻村干部在包装
待售的山货。作为深度贫困乡
的中益乡，地广人稀，林地资
源富足，是蜂蜜、金竹笋等山
货的盛产地。但因地处山区信
息闭塞，大量山货“养在深闺
无人识”。去年 10月初，该乡
华溪村注册创办石柱县中益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按照当地市
场价收购全乡蜂蜜、金竹笋等
山货，统一包装、批量外销，
不仅解决了当地老百姓山货销
售难题，还慢慢壮大了集体经
济，助推了脱贫攻坚。

特约通讯员谭华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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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时代幸福美好新酉阳
政协酉阳自治县第十三届二次会议开幕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文梅
何元 通讯员 刘力 杨林 刘建
元 文 /图）1月 11日上午，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酉阳土家
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三届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开幕。

大会执行常委庹汉兴、田
跃明、程学新、陈德罡、陈新宪、
冉隆仲、倪兵、田永宏等在主席
台就座。

县领导陈文森、李成群、黄
朝忠以及在家的县委、县人大、
县政府领导同志，县人武部部
长，县人民法院院长，县政协往
届离任主席、副主席，在酉市政
协委员在主席台就坐。

大会开幕式由县政协副主
席主席田跃明主持。大会应到
委员 259名，实到委员 246
名，符合政协章程和有关规定。

大会首先通过了政协酉阳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三届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议程。

按照议程，县政协主席庹
汉兴代表政协酉阳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作工作报告。

庹汉兴说，一年来，县政协
常委会在中共酉阳自治县委坚
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深学笃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牢牢把握团结民主两大主

题，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职能，充分发挥协商
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
作用，圆满完成了县政协十三
届一次会议确定的各项工作任
务，为助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庹汉兴说，2018年是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改革开放 40周年，是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
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今年县政协工作总体要求是：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在县委坚强领导下，认真落实
市委五届三次全会精神，全面
落实县委十四届二次全会决策
部署，聚焦县委县政府中心工
作，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团
结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行政
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
能，充分发挥协商民主重要渠
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新
时代更加幸福美好新酉阳作出
积极贡献。

庹汉兴说，要认真领会党
的十九大关于发展人民政协协
商民主的新部署新要求，准确
把握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职
能、作用，切实把协商民主贯穿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各方面、全过程。围绕“大力推
进创新驱动发展”“大力推进乡
村振兴发展”“大力推进基础设
施建设”“大力推进保障和改善
民生工作”“大力推进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打好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攻坚战”“打好精准脱贫攻
坚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等全县重点工作，深入开展协
商议政、民主监督，深化团结民
主主题，广泛凝心聚力，全面加

强自身建设，不断夯实履职服
务基础。

县政协副主席冉隆仲代表
政协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第
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关
于十三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
作情况的报告。一年来，共收到
提案 247件，经审查，立案 234
件，交党群序列办理 6件，政府
序列办理 228件。对不予立案
的 13件转送有关部门作工作
参考。234件提案在规定时限
内全部办复，其中已办理落实
77件，占 32.9%；正在解决或已
列 入 计 划 解 决 147件 ，占
62.8%；受客观条件限制，暂时
难以解决，留作工作参考 10
件，占 4.3%。提案者对办理表
示满意 232件，占 99.1%；基本
满意2件，占0.9%。

重庆民建善德基金
为高寒地区学生送温暖

本报讯 （记者 姚华顺） 近日，重庆
民建善德基金组织会员企业金山科技出
资 10万余元，采购棉衣等物资，捐赠给
秀山自治县石板小学、茅坡小学等 10所
高寒地区村小的孩子们，确保每名学生
都能有一件棉衣御寒。

当日中午，山里的冰雪还未融化，
一抹暖阳照射进秀山县溶溪镇石板小学，
让孩子们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石板小学
所在地属于高寒地区，由于连日来的
降温降雪天气，学校里的冰雪还沉积
在墙瓦树枝上，同学们的脸上也通红一
片。活动现场，相关人员将一件件棉衣
送到孩子们的手中。

相关负责人说：“非常感谢爱心企
业的支持，希望小朋友们能好好学习，
认真读书，健健康康地成长，学好本领，
长大以后报效祖国，为父母争光！”

重医附一院专家
到酉阳医院对口帮扶

本报讯 （见习记者 何元） 近日，记
者从重医附一院酉阳医院了解到，由重
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派驻到该院工
作的 5名医疗专家，正式到该院报到，
他们将在该院开展为期半年的对口帮扶
工作。

据了解，这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托管重医附一院酉阳医院以来，
对口帮扶的第九批派驻专家，涉及泌尿
外科、胃肠外科、重症医学科、麻醉科、
放射科共 5个专业。在为期半年的帮扶
工作中，他们将积极开展对口专业人员
的传、帮、带工作，帮助酉阳医院建立
健全规章制度。同时开展学术讲座，培
训医务人员，组织疑难病历和死亡病
历讨论，诊治患者等。

石柱南宾
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排查

本报讯 （通讯员 黄玉才） 连日来，
受雨雪天气影响，石柱自治县南宾街道辖
区道路出现积雪结冰现象，增加了道路交
通安全隐患。为此，该街道近来不断加强
道路交通安全排查，发动各村劝导员上路
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劝导。通过设置检查
点和流动巡查相结合，对面包车、摩托车、
客运车、农用车等车辆开展安全检查，从
严查处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超速、超载、
人货混装、农用车载人等违法行为，并检
查安全锤、防滑链、三角木等防滑设施和
安全设备，做到未雨绸缪。

彭水郁山
志愿者协管交通

本报讯 （通讯员 秦国强） 从 1月 4
日开始，在彭水自治县郁山镇街心花园、
小学出口、两路口交叉处，一些手持“交通
协管”小红旗，头戴小红帽，身穿黄 T恤的
志愿者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就是郁山镇

“喜迎 2018———文明交通我先行”活动中
的交通协管志愿者。

他们中有志愿服务的小学生，热心公
益事业的老年朋友。这些志愿者一到早晚
交通高峰时段，会准时出现在郁山镇 3处
人流量较大的交叉路口，协助综治、安
监、交警部门开展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活
动。他们配合交警重点管理机动车辆在
街上乱停乱靠和行人的乱穿马路行为，
他们用真诚的微笑和耐心的劝告面对
每一个人。

“请您在停止线内等候。”看似平常
的话语，却可以让许多人止住乱穿马路的
脚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赢得了群众
的称赞。

经志愿者协勤的交叉路口，交通秩序
明显改善。“自从路口有了志愿者，早
晚高峰时间不仅行人安全了，开车路过
这里的司机也不那么紧张了。”李光素女
士对郁山镇这些重要路段交叉口的变化
感触颇深。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谭华祥
通讯员李绍然）“老马，政府准备
引进业主在这一带种植李子，你
看行吗？”“好啊，那我在照顾老人
的同时，还打点临工挣点钱花。”1
月9日上午，石柱自治县马武镇
党委书记彭永虎与结对帮扶
贫困户马世华在“闲谈”中，
制定着新一年的脱贫规划。

这也是该镇干部冒雨踏雪查
民情谋发展的一个缩影。

岁末年初，各项工作关
门启步，纷繁复杂，连日的雨
雪也没能阻挡干部们的脚
步，纷纷深入村组落实适龄
儿童信息采集、农村危房排
查，开展困难群众生活状况
调查，协助制定贫困户新一

年的脱贫规划，宣传农业
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的模式
和政策……大家争分夺秒，
忙而不乱。

马武镇政府干部短暂而
紧张的冒雨踏雪谋发展行
动，已为近 400贫困户制定
了新一年的脱贫规划，采集
了 3-18岁 2800多名适龄学

生的基本信息，启动了近
200贫困户的人居环境改善
工程，谋划落实打造万亩中
药材基地，启动建设 500亩
花椒基地和 300亩脆红李基
地、嫁接 200亩青脆李，打造
下楠坝中药材康养园，为深
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打下了
坚实基础。

石柱马武干部冒雨踏雪调研制定脱贫规划

本报讯（通讯员 金廷举）
近日，秀山自治县河长办组织
开展河长制管理信息系统培
训。全县27个乡镇（街道）河长
办负责人、23个县级责任单位
有关负责人和县河长办工作人
员共计60余人参加此次培训。

培训会上，县河长办公室

管理信息系统相关人员详细讲
解了河长制信息管理系统
APP、PC版、微信版，并对后台
使用功能进行了系统演示及操
作指导培训。

会议要求，各乡镇（街道）、
相关责任单位系统联络员要及
时安装河长制信息管理系统，

强化对河长和有关工作人员的
培训，并熟练掌握该系统手机
端 APP操作运用，使日常巡
查留下痕迹，保证对发现问
题实时采集、上传、处理，打通
问题处理的渠道，充分利用好
信息管理系统这个平台，使河
长制工作运行更加及时有效。

通过培训，与会人员基
本上掌握了系统平台的基本
功能、日常操作和办事流程
等相关内容，进一步提高了
对“精确化、精细化、信息化、人
性化”的管理理念的认识，同
时也为下一步全县实现电子化
巡河全覆盖打下了坚实基础。

秀山将实现电子化巡河全覆盖

大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