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里乡落实环保督察
信访转办问题整改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李西军） 近期，五里
乡采取“清单 +责任制”方式，认真落实
市环保督察“回头看”信访转办问题整改

工作。目前转办问题整改率达 100%，有
力有效推进辖区生态环境保护，增强群众
的获得感。

本报讯（通讯员 杨春兰） 近日，石会
国土房管所联合607地质队和黑溪镇开展
汛期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由于近期普降暴雨，降雨持续时间较
长，黑溪镇辖区多处突发地质灾害险情。

工作队员通过深入现场勘查、询问农户等
方式，调查地质灾害基本情况。填写地质
灾害应急处置表，向受灾害威胁的群众讲
解地灾形成原因、日常监测方法和有效的
整改措施，指导群众明确撤离路线。

截至目前，石会国土房管所、607地
质队和黑溪镇已应急处置地灾险情10处，
紧急撤离转移2户11人，对符合“金土工
程”搬迁对象的及时宣传政策并动员搬迁，
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石会国土房管所开展汛期地质灾害应急处置

阿蓬江镇
志愿活动弘扬公益精神

水市乡规范人民调解相关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 高江波） 近日，水

市乡召开2018年人民调解员培训会。全
乡60余名人民调解员参加培训。培训主
要围绕调解程序、注意事项以及“以案

定补”制度进行了详细讲解，并结合案
例讲解了调解技巧、调解方法、法律知
识等，对调解文书制作进行了规范说明，
让各村居 （社区） 调解员对人民调解卷

宗的制作有了明确认识。培训要求各调
委会要注重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及时报
送矛盾纠纷排查信息，做好调解台账及
档案管理工作，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本报讯 （通讯员 任荣） 近来，白
石乡辖区内普降暴雨，导致多处农作
物损毁、道路垮塌和中断，严重影响
了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灾情发生后，乡党委、政府高度

重视，及时安排乡村干部迅速深入各
村组查看灾情；迅速组织以民政、农
业服务中心、交管、安监为主的救灾
队，前往受灾地指导群众自救，确保
最大限度降低群众损失；第一时间在

危险路段、桥梁处设立警示牌，提醒
过往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要求各村
（社区） 各地灾检测员加强应急值守和
地质灾害点的隐患排查，保障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白石乡积极开展灾后自救工作

城南街道
落实流动人口待遇政策

本报讯 （通讯员 冉坤） 今年来，城南街
道卫生计生办全力确保流动人口市民化待遇同
步跟进。截至目前，完成流动人口宫颈癌筛查
55人，乳腺癌筛查 45人，女性生殖健康检查
152人；提交流出人口信息 227条，协查反馈
流入人口信息 1387条，信息纠错 224条；发
放流动人口健康包100余个。

金溪镇
及时发放民政救灾资金

本报讯 （通讯员 何旭吴娇） 近日，金溪
镇积极落实各项民政政策，通过一卡 （折）
通形式，按时发放低保、高龄失能老人、复
员军人、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众生活补贴。截
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城市低保 272235元、
高龄失能老人补贴 12800元、定补 123891
元、特困人员补贴 262650元。同时加强公
示公开，每月在村 （居） 公示栏按时公开资
金发放情况，并设立举报投诉电话，确保群
众知情权、参与权。

本报讯（通讯员 黎发阳）近日，黑溪镇组
织召开 2018年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常识、法律
法规培训会，从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酒驾醉驾、
礼让行人以及违反交通规则如何处罚等方面
进行了培训，为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道路
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提高辖区居民道路交
通安全意识、保障居民出行安全奠定了基础。

农村土地承包确权全面启动
近来，全区各乡镇及时召开动员大

会，采取多种宣传形式，全面启动深化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小南海镇：近日，小南海镇召开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动员大
会。会议就全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
颁证工作流程及相关资料进行了详细的讲
解。会议指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是一项事关全镇群众的大
事，全体干部职工一定要秉着高度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认真完成此项工作；要坚持实
事求是、参照历史、阳光作业的原则；各
村要通过宣传标语、小组会等形式加大宣
传力度，做到村村知晓、家家支持、人人
配合；对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出现的矛盾纠纷要积极化解，不留问题给
历史。 （通讯员 向艳林）

黄溪镇：近日，黄溪镇组织召开进一
步深化农村土地确权颁证第一阶段培训
会，对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流程进行了
详细的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全体镇村干部职工要充分

认识开展确权登记颁证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明确总体要求、进度安排和保障措
施，精心操作，稳步推进，确保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如期完成。

要强化宣传。通过召开群众会、发放
宣传资料等形式，广泛宣传农村土地确权
登记工作的重要意义，争取广大群众的参
与和支持，为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营造
良好的社会氛围，以确保农村土地确权颁
证工作顺利实施。

要依法依规确权。依照法律法规和先
行政策的基本精神，结合当地实际妥善处
置，做到程序规范方法到位，确保各项工
作公开透明。

要统筹协调。限时完成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加强组织领
导、加强协作配合、加强督促指导、维护
社会稳定。 （本报通讯员）

濯水镇：近日，为保证土地确权工作
有序顺利推进，濯水镇及时召开土地确权
动员会，对该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据悉，该镇成立了镇村工作领导小

组、纠纷调解组，负责具体业务工作。
镇村组干部全员参与，按包组责任制，
做好摸底调查、矛盾纠纷调解等相关工
作。要求各村 （居） 土地确权工作由驻
村领导要亲自抓、亲自管、亲自过问。
同时，每个村 （居） 明确 1名业务水平
高、工作能力强的指导员，开展业务指
导和培训。为营造良好工作氛围，通过
召开动员会、群众会以及悬挂横幅、张
贴宣传画、发放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
信等多形式，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提高
群众知晓率，增强广大群众参与确权登
记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据了解，为强化纪律保障，该镇还
成立了督查工作组，强调严禁任何村组和
个人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违法违规搭车
收费；将土地确权工作与工作绩效、干部
待遇挂钩，对因作风不实、措施不当、违
背政策、落实不力等，将严肃追究相关村
（居） 和人员责任，涉嫌违纪违法的移送纪
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处理。

（通讯员 周敏）

本报讯 （通讯员 甘镇铭） 近日，舟白
街道组建扫黑除恶宣传小分队，深入辖区
各村组，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院坝
会 61场，现场发放扫黑除恶宣传资料
4200余份，共吸引11000余人次参加。通

过召开村组院坝会，与老百姓面对面宣传
讲解、一对一答疑，让老百姓对 12类黑恶
势力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积极动员广大
老百姓参与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来，让
黑恶势力无藏身之地。

本报讯 （通讯员 廖政琼 向太敏） 近日，
城西街道大力开展“计生赶场”宣传活动。为
群众宣传讲解优生优育、全面二孩、免费孕前
优生、孕妇保健等政策和知识，以及 《重庆市
人口和计生生育条例》 等法律法规。共计发放
流动人口服务包 420份、宣传资料 3000余
份，接受群众咨询120余人次。此次活动宣传
内容丰富，群众积极参与，互动效果良好。

黑溪镇
加强驾驶员安全常识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 石涛） 近日，阿蓬
江镇组织辖区志愿者开展环境保护、清
理垃圾志愿活动。活动中，志愿者们通
过分组包片的形式，对沿江两岸、辖区
交通要道沿线进行了一次“地毯式”的
清理。志愿者们用实际行动传递了自觉
维护环境卫生的责任和意识，体现了党
委、政府对群众生活环境质量的重视，
弘扬了志愿者热心公益的精神，不仅改
善了人居环境卫生，也引导更多群众积
极加入到维护环境卫生的行列中，为自
己和他人营造干净舒服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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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白街道组建扫黑除恶宣传小分队

城西街道
计生赶场宣传孕保政策

本报讯 （通讯员 申学宏） 7月 4日，
为有效应对高温汛期潜在危险，沙坝乡

在丛树堡、庙林湾、张家垭口等山坪塘
处设置“水深危险”的警示标牌 12块，

严禁所有人员下水游泳，有效提升辖区
群众防灾减灾意识。

沙坝乡设置生命安全警示牌

本报讯 （通讯员 周洁） 网上继续教
育学习是会计人员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和
理论水平的重要途径。为更好地适应乡

村振兴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近来，
太极乡财政所干部积极参与 2018年度的
学习任务。此次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财

务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内部控
制与风险管理，会计信息化、会计职业
道德、财税金融和会计法律法规等。

太极乡财政所积极参与网上继续教育学习

区国土房管局
督查未交付使用公租房建设进度

本报讯 （通讯员 万研） 近日，区国土房
管局住房保障中心组织建设、监理、施工等
单位，对大队梁子等 8个未交付使用公租房
配套基础设施完善及整改建设进度进行了专
项督查。

按照建设进度时间要求，全区未交付使用
的大队梁子等 8个公租房项目须于7月底完成
建设任务，达到交付使用条件。区国土房管局采取
按月督查、不定时检查的方式，督促建设推进。对建
设中存在的问题，不等、不靠，2次主动发函，协
调督促相关单位加大配合力度，排解矛盾纠
纷，积极为建设推进服务。

目前，黄溪廉租房已完成建设任务，正办
理移交；石会廉租房已完成建设任务，正做移
交前准备工作；大队梁子完成总工程量的98%；
黄山坝、马喇2个廉租房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
鹅池、邻鄂、李家溪3个项目开工时间较晚，督查组
要求，建设单位要进一步优化施工方案，抢抓工程
进度，确保按时完成建设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