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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市树人小学一场以
废旧快递纸箱为创作主要原材料的
学生综合材料绘画艺术作品展在该
校开放式美术馆开展。

图为1月5日，树人小学学生被
绘画艺术作品所吸引。

（记者 孙凯芳 摄影报道）

2017 年是全区项目大建设、大拆迁的一
年，区征地办创新思路谋发展，民本为先促征
拆，在相关部门及街镇的大力配合下，以“抓铁
有痕，踏石留印”的气魄和力量，有力促进了健
康城、井双新城、青凤工业园、物流园、铁路等
市、区重点项目征地拆迁快速推进，确保了市、
区重点项目建设用地。据统计，去年我区共实施
征地 1.7 万余亩，拆迁 5000 余户，住房安置
1500余户。

在真情征拆中尊重民情

2017年，区征地办把农村征地拆迁工作放在
全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谋划和思考，牢牢抓
住民情民意不放松，整体推进征拆工作。

在征拆过程中，区征地办提供了主动式上

门服务，安排工作人员与村社干部一起走村入
户，深入征拆户家中主动和他们交朋友，深入
田间地头耐心细致地给他们讲政策、讲法律，
促使征拆群众转变思想观念，也增进了与征拆
群众间的感情。通过树立问题意识，带着项目
建设、征地拆迁、拆迁安置、民生民意等问
题，到矛盾多、困难大的村社，到群众意见多
的地方理顺情绪，到出现新情况新变化的地方
总结经验，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正
是凭借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逐渐赢得了拆迁
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此外，区征地办还以打造强有力的征拆队伍
为“谋”、畅通征拆户信访渠道为“谱”，有力促
进了征拆工作快速推进。

在和谐征拆中关注民生

征拆工作中，区征地办始终带着情感做群众
工作，“坐在征拆户的椅子上想问题”，真正把群
众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替群众想在前头、做
在前头。

区征地办坚持把工作着力点放在解决群众困
难上，用服务提速来实现征迁加速，通过融入群
众生活，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通过着力解

决群众困难，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80
余起，消除了群众的后顾之忧；通过坚决保障群
众利益，确保拆迁群众的就业、养老等眼前的利
益和长远的利益均得到了切实可靠的保护。

在阳光征拆中温暖民心

群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是做好征地拆迁工作
的前提和基础。区征地办在征地拆迁工作中，充
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道理说明白、把政策
讲清楚、把工作做细致、把思想做顺畅，通过发
动群众，争取群众，使征地拆迁工作成为了干群

“连心桥”。不断地加强正面引导，使每个征地拆
迁户更加理解项目建设的意义和征迁政策，营造
了公平有序的良好环境。

“我们尤其重视坚持公开公正，及时进行信息
公开。”区征地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编制征地
拆迁工作流程，明确每个环节的要求，严格按照
程序办事，坚持政策宣传到位、方案落实到位、
工作程序到位、资金补偿到位，坚持“一把尺子
量到底、一个声音传到户”的办法，严格执行补
偿标准。严格落实“两公告一登记”程序，保障
拆迁户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把‘阳光、公平’的
理念渗透到征地拆迁工作的每一个细小环节中。”

创新思路谋发展 民本为先促征拆
●记者 郭思云

1月10日，天星桥街
道天陈路社区邀请了重
庆市利民消防培训中心
教官到金色阳光幼儿园
开展了“消防常识进校
园”主题消防安全培训
活动。活动现场，教官
向该幼儿园的师生讲授
了消防安全知识，并在
该幼儿园开展消防应急
疏散演练。

（记者 孙凯芳 摄影报道）

天陈路社区
开展消防常识进校园活动

冬日阳光冬日阳光··温暖你我温暖你我

本报讯 （记者 孙凯芳 文/
图） 1月 7-8日，由团区委、共
青团奉节县委联合主办，奉节县竹
园镇和奉节县竹园镇龙池小学联合
承办，区直机关工委、区教委、区
青联、区少工委、重庆市青年创新
创业协会一分会、渝碚路街道商
会、树人幼儿园联合协办的“‘冬
日阳光·温暖你我’沙坪坝共青团
助力精准扶贫走进奉节县”2018年
新春关爱公益活动在奉节县竹园镇
举行。

活动中，30余名志愿者深入奉
节县竹园镇分组入户看望慰问库区

困难儿童，为他们送去慰问品、慰
问金和新年礼物，帮助他们实现新
年愿望。在竹园镇龙池小学举行的
集中献爱心活动上，团区委联合渝
碚路街道商会、树人幼儿园等，向
该校捐赠了价值近5万元的爱心物
资，并向近200名学生发放了温馨
的新年礼物，还为该校1月份生日
的孩子们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集
体生日会。志愿者们还把“四点半
课堂”带到这里，与孩子们一起领
略国学的风采，教孩子们学“一笔
画”，讲授国学趣味小知识、安全
自护知识、科学技术知识等。

“去年7月，团区委携手重庆青
年助学志愿者协会开展了徒步三峡

‘行走在青春的路上’益行客公益活
动，期间收集到不少孩子的心愿卡
片。”团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
活动也是上次活动的圆梦之旅。竹
园镇龙池小学学生刘碧平正是这次
活动圆梦对象之一，他的心愿有两
个，一个是为因病卧床的妈妈买台
电视，另一个是为父母买一套棉
衣。这次活动，团区委不光为他带
去了液晶电视和棉衣，还带去了慰
问金，文具、油、米等慰问品，让
他感动不已。

体验高家花园复线桥
江北畅达沙坪坝 废纸箱

变身艺术品

本 报 讯 （记 者 孙 凯 芳 文/
图） 2017年12月31日，高家花园
复线桥正式通车。通车后的高家花园
复线桥车辆通行情况到底如何？1月9
日，本报记者进行了过桥体验。

当天上午10:45分，记者从江北
区石马河立交匝道出发，驱车经高家
花园复线桥往我区方向行驶，单向通

行顺畅，总共用
时111秒。不光开
车可以快速通过
大桥，记者还体
验了步行过桥。
步行过桥时，不
仅可以远眺嘉陵
江两岸美景，还
可以一览高家花
园大桥复线桥与
高家花园大桥、
轨道环线高家花
园嘉陵江专用桥
三桥同跨嘉陵江
的壮观景象。

据了解，高家花园复线桥工程
起于江北区石马河立交南侧，止于
杨公桥立交北侧。主线长约 1.3 公
里，其中主桥全长528米。高家花园
复线桥为单向5车道，设计行车速度
80 公里/小时，日均通行量可达 15
万辆，将改善内环高家花园段交通
现状。

49名贫困学生实现新年微心愿

本报讯 （记者 郭思云/
文 何超/图） “孩子，你
不孤单，你的成长路上一直凝
聚着我们的深情目光”。1月
10日，由区关工委、区直机
关工委、区教委、团区委、区
妇联、区少工委联合主办的

“冬日阳光·温暖你我”沙坪坝
区2018年新春关爱公益活动
举行，帮助49名贫困学生实
现了新年微心愿。

据了解，六年来，团区委
持续牵头开展“冬日阳光·温暖
你我”新春关爱行动，通过征

集儿童新年愿望、帮助实现儿
童的个性化心愿、徒步奉节近
距离帮扶等方式，实现帮扶工
作精准化。6年来，100余个爱
心单位、600余名爱心人士参
与活动，捐助爱心物资价值超
过40万元，累计帮扶3500余
名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实现
个性化新年愿望3500余个。

在今年的“冬日阳光、温
暖你我”活动中，主办方共征
集到我区和奉节县共计500余
名小朋友的新年心愿，通过积
极发动和广泛宣传，500余个

心愿全部被爱心单位和爱心人
士认领。此前，团区委已为奉
节县竹园镇龙池小学送去价值
近5万元的爱心物资，并帮助
该校近200名孩子实现了新年
愿望。

当天的活动现场，主办方
向来自土主小学、巴师附小等
6所学校的49名贫困学生代
表发放了他们心仪已久的新年
礼物，帮助他们实现了新年愿
望。接过沉甸甸的大礼包，孩
子们高兴地拿出袋子里的礼
物，翻来覆去地看着，脸上挂
满了笑容。青木关镇小学刘海
婷的新年愿望是“希望能有一
双送给妈妈的毛手套”。“妈妈
在工厂里做打磨工，很辛苦，
希望这双手套能给她送去温
暖。”拿着爱心人士送给她的
两双崭新的皮质手套，刘海婷
的眼里泛起泪光。“今后一定
会更加努力学习，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感谢所有人的帮助。”

当天，主办方还为1月份
过生日的小朋友举办了集体生
日会，邀请孩子们集中观看了
电影。

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何
渝、副主任刘江龙，部分老领
导出席活动。

团区委到奉节县开展冬日关爱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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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池小学的学生们收到新年礼物欢喜不已。

为小朋友办集体生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