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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区水务局主要按照“强化

一个理念、找准一个结合点、突出一个发

力点、狠抓六项工作”（“1116”）的思路，

抢抓大机遇、推动大项目、促进大发展，

为我区实现“兴业兴城、强区富民”的总

任务而努力奋斗。即：强化“绿色发展、

人水和谐”理念，找准“三大攻坚战”、“八

项行动计划”结合点，突出“骨干水源、中

小河流治理、小微水利”发力点，狠抓6

项工作。

一是围绕攻坚抓治水。主要是以临

江河流域综合治理为中心，结合污染防

治攻坚战要求，重点抓好污水处理厂建

设和镇街污水处理厂二、三污水管网建

设，确保全区污水处理收集率达85%以

上。

二是围绕工程抓兴水。重点抓好渝

西水资源配置工程，金鼎寺水库、南瓜山

水库下闸蓄水工作。启动白沙水库（油

房沟水库）、现化水库、石梁桥水库建设

的前期工作。全力推进龙门溪至革命水

库至临江河河库水系连通工程、小安溪

至城区河道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建设。

三是强化管理抓护水。以深入推进

河长制为抓手，进一步加大河流水质监

管和巡查力度。严格监督考核，对临江

河流域37个交界断面开展水质监测，并

实行河道生态补偿机制制度，确保河库

水生态持续改善。

四是巩固完善抓节水。围绕乡村振

兴发展战略，继续推进1.5万亩高效节水

灌溉项目和移民后扶项目，着力抓好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

五是改善生态保安全。围绕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战略，积极推进水生态治理

工程。开工建设青峰河和小安溪重点河

段综合治理，完成临江太生堂河段和何

埂王家河河段综合治理，不断提高防洪

抗旱保安能力。

六是深化改革促发展。在节水灌溉

项目覆盖区域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

点，探索农业节水优先发展思路；全面推

行水库管养分离，积极开展农村镇级水

厂水价改革，狠抓镇级水厂水质改善提

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

感、获得感，努力提高人民群众饮水的满

意度。

▲已完工的中小河流治理工程

——圣水河。

▲

区水务局检查龙门溪至革命水

库连通工程输水隧洞施工情况。

(区水务局供图)

治水兴水保安澜 管水护水惠民生
——访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钟铎

本报记者 付 丽

本报讯（记者 张 玲）近日，市

机关事务局督查指导组来永，督查、

指导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创

建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工

作。

据了解，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

川医院2017年经重庆市推荐报国

管局批准为2017—2018全国节约

型公共机构示范创建单位。近两

年，该医院按照示范单位创建标准，

加强医院节能管理，建立相关节能

管理和考核制度，进行了相应的节

能改造，通过在公共区域安装延时

触控式节水龙头、绿化区域采用喷

淋的高效浇灌方式、铺设透水砖、采

购《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内节能

产品、使用LED灯，车库停车位上

微波感应灯管等措施，获得了较好

的节能效果。

当天,督查组专家通过查看资

料和走访现场，对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永川医院节能工作的内容和成效

表示肯定和赞许，并对医院下一步

节能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该医院

负责人表示,将全力以赴按照督导

组专家意见进一步加强医院节能管

理工作，完善相关制度，建立能耗分

项计量监测系统，做好油烟治理以

及垃圾分类等各项工作,争取今年

成功创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

位，在全区节约能源资源管理工作

中发挥示范引导作用。

市机关事务局督查指导组来永督查

本报讯（记者 龙远信）5月13

日，由区作协主办，南大街街道党

工委、办事处协办，南大街街道黄

瓜山村党委、村委会承办的“诗歌

永川·走进黄瓜山”诗歌朗诵会在

黄瓜山诺思农庄举行。市作协副

主席、区政协副主席、区文联主席、

诗人钟代华参加。

钟代华指出，诗歌永川·走进

黄瓜山，无论是创作还是朗读，都

十分接地气，体现了本土关怀，书

写了永川乡愁。本次活动聚焦“多

彩南大街、醉美黄瓜山”，是助推乡

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的文化行

动，是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实

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文化

实践，希望作家诗人走进新时代、

聚焦新发展，为永川而歌，用妙笔

为永川生花。

“春风必将抵达，花香必将浩

荡/春风停在哪里/哪里就是明

天……”朗诵会现场，来自区作协

朗诵专委会的知名播音主持及朗

诵爱好者，演绎了我区诗人歌咏黄

瓜山的30余首原创诗歌作品，分享

了钟代华诗集《叶片上的童话》中

的诗歌精品。民盟青年节乐团现

场助兴朗诵会。我区部分诗人及

诗歌爱好者参加了朗诵会。

据了解，黄瓜山是区作协“诗

歌永川”系列采风及朗诵活动的首

站，区作协将组织诗人走进镇街、

走进景区，创作与分享更多的歌咏

永川的诗歌作品。

“诗歌永川·走进黄瓜山”朗诵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付 丽）5月 14

日，记者从永川区三部电影集中公

映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永川共有三

部在本土拍摄的影片将于近期集

中公映。永川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赵德明在发布会上发布了相关

情况。

这三部即将上映的影片分别

是《我想和你们在一起》《找爱之

旅》和《雾都神探之绝情箭》。三部

电影分别在松溉古镇、青峰镇以及

何埂镇石笋山取景，充分反映了永

川的地理风光和人文情怀。《我想

和你们在一起》是励志亲情题材电

影，将于6月1日院线上映；爱情喜

剧电影《找爱之旅》将于5月16日

公映；《雾都神探之绝情箭》定于5

月25日上映。

据了解，永川把影视剧作为丰

富文化内涵、推动文化繁荣的重要

抓手，作为推介城市形象、扩大知

名度和美誉度的良好契机。下一

步，我区还要继续打造茶山竹海等

较为成熟的影视拍摄基地，正在筹

划将重现昌州古城风貌的协信长

乐坊打造成为集文化、娱乐、旅游、

历史为一体的综合性电影拍摄基

地。

永川三部电影将集中公映
赵德明作新闻发布

兴南路社区开展敬老慰问活动

5月11日，兴南路社区和兴南路社区市民学校组织志愿者到高

敬鸿敬老院开展敬老慰问活动，为100余名老人送去了关怀。

图为志愿者为老人们系上社区发放的围裙。 记者 范 辉 摄

5月14日，陈食街道妇联“双学双比”采摘银耳大赛在卢家岩

村许向祝食用菌家庭农场举行。该街道留守妇女代表、建卡贫困

户代表共计40人参加了比赛。

图为参赛妇女在温室大棚采摘鲜银耳。 记者 陈仕川 摄

“双学双比”助力农村妇女致富

5月12日，吉安镇卫生院举行“庆祝5·12国际护士节应

急演练暨护士技能大赛”。

图为医护人员参加应急演练。

记者 陈仕川 摄

5 月 11 日，胜利路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庆祝“5·12”国际护士节

——“燕尾帽下的感动

和自豪”主题演讲比赛

举行。

图 为 参 赛 护 士 演

讲。

记者 陈仕川 摄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

节”，重庆渝西卫校举行了

第四届护理技能大赛，展示

学生技能，传承护理使命，

塑造天使形象。

图为铺床比赛。

记者 凌泽英 摄

为服务经济发展夯实基础

我区召开镇街财政工作会
本报讯（记者 赵 丰）5月14日，区财政局召开2018年镇街财

政工作会议，就2018年镇街财政工作作安排部署。

会上，区财政局负责人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就当前财政工作

面临的主要问题、财政改革、债务管控、财经纪律、党风廉政建设等

作安排部署。会议要求，财政相关人员要以问题为导向，抓重点、

补短板、强弱项，以理念的变革、改革的深化、理财的创新，为更好

服务全区经济发展夯实基础。

会议还通报了第一季度全区纪检工作相关情况。

本报讯（记者 凌泽英）14日

下午，我区举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区委常委、

区委政法委书记罗晓春指出，要深

入学习贯彻中央、重庆市对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部署和要求，实施好

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方案，

做到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

乱。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刘建中，

区法院院长高林平、区检察院检察

长詹文渝参加会议并提出要求。

罗晓春在会上指出，一是政治

站位要提高，明确目标，坚持原则，

把握主体；二是宣传发动要广泛，

进村入户明确内容，分类组织掌握

线索，建立台账形成常态；三是依

法打击要精准，要把握界限区别对

待，加强会商密切协作，强化督导

形成共识；四是机制运转要高效，

要进一步明确责任，加强力量，硬

化制度，把该项工作作为社会治理

的系统工程抓实抓好。

刘建中指出，区委、区政府高度

重视扫黑除恶工作，强化领导，坚决

态度，坚持“打早打小打准打实”，各

部门、公检法机关坚持打击重点，工

作开展有序，新型涉黑涉恶案件的成

功侦破，增强了工作信心、决心，体现

了举措和效果。刘建中要求，落实工

作责任，拓展线索来源；强化协调联

动，加快战果转化；加强宣传发动，营

造浓厚氛围，打好三年攻坚战。

会上，区纪委监委、区委宣传

部、区委组织部、区委政法委、区扫

黑办等相关负责人汇报了前期工

作并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罗晓春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

有黑扫黑 无黑除恶 无恶治乱

本报讯（记者 付 丽）5月 15

日，在永川拍摄的电影《找爱之旅》

主创团队在协信自由人影院和永

川观众见面。区政协副主席钟代

华参加见面会。

爱情喜剧电影《找爱之旅》原

名《古镇情缘》，由河北波仔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出品，在永川区松溉

镇、青峰镇等地取景拍摄。影片讲

述一对遭遇感情危机的夫妻，在旅

行途中遭遇种种啼笑皆非的故事，

最终找到婚姻的真谛。剧中，姜文

涛和前妻吴桐雨被不知两人离婚

的母亲设计加入了一场未知的旅

行。影片拍摄以公路片的手法，把

永川优美的自然风景融入其中，尤

其是永川区青峰镇千亩油菜花基

地的绝美风景，以及松溉古镇的风

土人情，呈现在大荧幕上与剧情发

展紧密结合，引人入胜。

电影《找爱之旅》主创和永川观众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