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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因实施黔江区过境高速公路项目建设,
根据工程建设需要,需对黔江区舟白街道舟
白社区 1、2、3、4组,路东社区 3、5、6、
8、10、11、12组,武陵山社区 1、2、4、
9、10组;正阳街道团结社区1、2、4组,积
富社区 1、2、3、4组;冯家街道照耀社区
1、2、3、4组,渔滩社区 1、2、3组,
桂花社区 8组;水田乡龙桥村 1、2、3组
征地红线范围内的所有坟墓进行搬迁,现将
迁坟事宜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
黔江区过境高速公路项目用地红线范围

内所有坟墓。
二、迁坟登记
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7月16日前为

迁坟登记时间,所涉坟主应在此时间期限内到辖
区街道办事处、乡政府征地拆迁办公室进行
登记,逾期未登记的坟墓,按无坟主处理。

三、迁葬期限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8年 7月 26

日为坟墓迁葬时间,所涉坟主应在此时间期
限内自行迁葬。逾期未迁葬的坟墓,由建设
业主方按无坟主处理。

四、坟墓迁葬地点
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坟墓自行迁

到辖区公墓;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坟
墓自行选址迁葬。

特此公告
黔江区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

2018年7月5日

黔江区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关于
黔江区过境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迁坟的

公 告

在黔江城区北门天桥附近，相信不
少市民都碰到过一个身穿红色志愿者服
装、左手提着垃圾撮、右手拿着火钳的老
者，一路上弯腰搜寻着地面上的烟头、果
皮、纸屑等垃圾，用真心和热情守护着城
区的整洁美丽。“我这个人干了一辈子卫
生工作，那份初心一直没有改变：为百姓
做好事，为环境增光彩。”近日，快满 74
岁的“烟头大伯”冯学明笑着告诉记者。

我叫冯学明，籍贯重庆巴县，1939
年抗战时期父母逃难至彭水郁山，1944
年 8月我在郁山出生，八个月后来到黔
江，从此成为了一个黔江人。小时候家庭
贫困、生活艰难，是党教育和培养了我。
1965年，我响应号召、报名参军，进入中
国人民解放军 38军 113师卫生科，成为
了一名卫生员，从此与卫生事业结下了
不解之缘。

青年时期，我最崇拜的偶像有三个：
董存瑞、黄继光和雷锋。在部队期间，我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向先进看齐，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努力争做好人好事，年年
均被评为“五好战士”。“3月 5日”是学雷
锋日，我也于 1969年的 3月 5日正式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我用更加严
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入党誓词 80个字牢
记在心头，听党的话，不断加强自身学
习：加强政治学习，不忘党恩；加强思想
改造，不负重任；加强业务学习，敢于创
新；加强形势学习，辨明方向。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喜爱阅读关于
雷锋相关事迹的书籍，看到其中感人的
情节，眼里还会湿润，因为从中能够深深
地感到自己的差距，更加明白自身的不
足，还要继续把为人民服务坚持做下去。

转业以后，我先后在涪陵地区人民
医院、黔江县医院、爱卫会等单位工作。
在地方上，我始终保持着部队里的那种
传统，工作期间共为 1.5万余名患者做过
手术麻醉，无一起医疗事故发生。

退休以后，我也没有忘记那颗初心，
始终坚持做好人好事，在党的十九大召

开后，自费复印党的十九大报告数百份，
发放到辖区居民手中，让党的十九大精
神很快传达到千家万户；利用自己在书
法上的爱好和特长，无偿为群众书写
对联万余副；多次援助落水和迷路的
小孩，还担任人民小学校外辅导员 35
年等等。2013年，我被评为黔江“三好
老干部”；2014年，在第九期“我推荐我
评议身边好人”活动中，我被评为“重庆
好人”。

退休多年来，我也十分热心社区工
作、积极支持公益事业，为社区建设诤
言、献良策、出实招，为社区发展添砖加
瓦，尤其是卫生事业。我积极响应、大力
支持“创建国家卫生城区”活动，在“创
卫”期间，我起早贪黑，经常与社区干部
一道参与卫生城区宣传、整治和清扫活
动，教育和动员广大群众投身、支持、参
与卫生城区创建，努力营造浓厚氛围。今
年 7月，我被城东街道评为“优秀党务工
作者”。

虽然我年纪大了，但身子骨还是很
硬朗，每天都会坚持穿着红马甲、拿着工
具出门去捡烟头、果皮、纸屑等。我希望
能用一个老党员的实际行动去潜移默化
地影响更多的人。这些虽然看似是微不
足道的小事，却是“两城同创”工作从小

事做起、从身边做起的实实在在体现。
“创卫”期间，我亲自提框捡烟头万

余个，《武陵都市报》曾以“烟头大伯”进
行了宣传报道，我也于今年 3月获得黔
江区委区政府创建国家卫生区的嘉奖。
如今，黔江正在大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我也在尽我之力为社区“创文”工作出思
路、献良策，得到了街道、社区的高度认
可。

如今的黔江“天蓝，水清，山绿，地
净”，优美靓丽的城市环境来之不易，还
需要全体市民的持续共同参与，我也会
义不容辞地穿上那件红色志愿者服装，
为美丽黔江建设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我始终认为，为人民服务是我最大的幸
福。

还有 1个月，我就要满 74岁了，但
是人老心不老、夕阳无限好，我的初心没
变、激情依然。正如在我们社区老年协会
党支部今年的庆“七一”活动上，在面对
支部的 45个老党员时我说的那样，“让
夕阳燃起来，让眼睛亮起来，让思想活起
来，让余热发起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这些是我的心里话，也会一直坚持这样
做下去……

（记者 杨哲翎 文 /图）

黔江各地上演“瓮中捉鳖”
一个月捕获11.2万头“松墨天牛”

冯学明：为百姓做好事 为环境添光彩

社会法治

创新社会治理 绘制平安蓝图

主编：王玉忠 责编：谢建秋 美编：任奎江 责校：冉经纬 组版：陈晨

2018年7月12日 星期四15

“以前要是办个事，根本不晓得去哪
里、找哪个，现在有什么事要办，直接到
社区服务中心，事情基本都能给你弄好；
有矛盾纠纷，去调解室；遇事要用法律解
决，去法律诊所……遇到大家共同的问
题，更不要担心，社区干部也住小区里，
他们会去协调解决。”近日，家住城南街
道山台山社区的居民陈伯伯的一席话道
出了近一年，山台山社区实行精细化综
合治理后的变化。

山台山社区曾经是一个集访、阻工
事件时有发生的“三不管”小区。2017年
初，黔江区委、区政府决定对山台山小区
实施以党建为引领的一揽子精细化综合
治理，实现党群零距离，彻底扭转小区无
治的局面，创建一个推进城市社区精细
化治理的试点。

如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党建引
领下，山台山已成为有党组织、有综治平
安体系、有矛盾纠纷协商平台、有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社区文化、在群众
危难时刻有作为的“五有”社区。社区里
还设置了警务室、群众诉求接待中心、调
解委员会、综治维稳工作组、少数民族维
权站、心理咨询室和黔江第一家法律诊
所，各种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三不管”小
区在短短一年时间里“脱胎换骨”，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

山台山社区的成功逆袭，仅是黔江
区创新性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在全
区 30个乡镇街道和部分综治委成员单
位开展社会治理创新项目化管理取得成
效的一个典型代表。

2017年以来，为进一步深化对社会
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用精细的
标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提高社会
治理“四化”水平。黔江区按照中央、市委
和区委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总体
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创新推进基层社会
治理工作，积极探索创新社会治理新模
式、新途径，深入实施了 9大类 42个社

会治理创新项目。
在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抓重点、关键突破带全局、结果导向求实
效”的原则，通过运用新理念、新思路、新
方法去应对和破解深化平安建设过程中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通过探索创新，
采取评审确定、交叉评估、考核奖励等方
式，推动形成了文汇社区“党群工作室”、
山台山社区综合治理、“智慧城西”、民族
风情城“平安商圈”、“家和”婚姻家庭纠
纷调解室、边区社会治理“六联”模式等
一批创新项目。其特色鲜明、亮点突出、
可圈可点，可复制、可推广、能落地，得到
了市上领导高度认可。

据了解，2018年，黔江区将按照实施
一个项目、解决一个问题、推出一个典
型、总结一套经验的目标，不断增强社
会治理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将结合实
际再实施 37个社会治理创新项目，进
一步増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贴近
大局、服务中心、破解难题的能力，建
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黔江，巩固“长安杯”
成果。

（记者 李丹）

本报讯（记者 徐朝政 文 /图）眼下正是森
林病虫害的高发期，为了有效的打击林业害虫
“松墨天牛”，黔江区利用高科技设备诱捕，在
各乡镇上演了一场场瓮中捉鳖的好戏。

什么是松墨天牛？
什么是松墨天牛？黔江区林业局相关专家

介绍，松墨天牛，是天牛科墨天牛属的一种昆
虫，是我国松树的重要蛀干害虫，也是松树的
毁灭性病害松材线虫病的主要媒介昆虫。简单
来说就是一种林业害虫。

当前正是森林病虫害防治最佳时期，黔江
区及时组织力量开展拉网式排查，并侧重对名
木古树等特定树种、松墨天牛等重点虫害加强
监测，牢牢守住全区森林覆盖率，认真扎实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

20个乡镇设套抓害虫
“松墨天牛诱捕器是一种利用装置内的性

引诱剂来捕杀松墨天牛的一种生物防治工具，
捕杀过程中不使用农药，对环境不造成任何污
染。”新华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诱捕器发挥的
作用大，全乡首批 50套森林虫害诱捕器在梨
子村天然林区安装完毕且运行良好，保护全乡近
2000亩森林资源免受各类虫害侵扰。

林业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于今年 5月，
黔江区境内 20个乡镇街道安装了 1349套新
型松墨天牛诱捕器。每个诱捕器可以保护松林
30-40亩，对防治松墨天牛和松材线虫病疫情
防控发挥重要作用。

一个月捕获11.2万头
记者了解到，黔江区切实加强松材线虫病

疫情防控和松墨天牛防治工作，在前期工作
中，各镇乡林业站通过 GPS定位编号、科学有
序安装，最大化扩大诱捕器模拟求偶、释放性
信息的传播范围。

经过近一个月的观测和数据统计，黔江区
各乡镇共捕捉收集了松墨天牛 11.2万头，单
套最多诱虫 550头，诱捕效果好，有效降低了
林间松墨天牛密度，为防控松材线虫病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下一步，全区各乡镇街道还将对悬挂诱捕
器的村组安排专人负责，加强日常巡查工作，
按时换芯、收虫等，切实加强松墨天牛防治和
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工作，确保每一台诱捕器
正常运行。

冯学明在捡垃圾

松墨天牛诱捕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