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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至7月5日 （市级考核截止时间
为7月20日）区数字城管系统案件整体结案率
74.69%，低于市级考核85%的标准。其中各镇
街（管委会）结案率为91.72%，区级部门（平
台公司）结案率为88.42%，驻区单位结案率为
4.96%。

（一）各镇街（管委会）结案情况
共 涉 及 29 家 单 位 ， 平 均 结 案 率 为

91.72%，高于市级考核85%的标准。
结案率100%的为：物流园管委会。
结案率未达市级考核标准 85%的为：回

龙坝镇83.61%、渝碚路街道82.02%。
（二）区级部门（平台公司）结案情况
共 涉 及 14 家 单 位 ， 平 均 结 案 率 为

88.42%，略高于市级考核85%的标准。
结案率100%的5家单位分别为：区房管

局、区迈瑞城投公司、区消防支队、区民防
办、区交委。

结案率未达市级考核标准85%的4家单位
分别为：区交巡警支队 78.76%、区经信委
75% 、 大 学 城 建 委 会 5.88% 、 区 公 安 分 局
3.85%。

（三）驻区单位结案情况
共 涉 及 10 家 单 位 ， 平 均 结 案 率 仅

4.96%，远低于市级考核85%的标准。
结案率100%的2家单位分别为：区邮政分

公司、有线电视公司。
剩余8家驻区单位结案率均未达到市级考

核85%的标准，结案率为0的3家单位分别为：
市公路养护段、移动公司、电力公司。

沙坪坝区城市管理局
2018年7月6日

区领导“马路办公”交办问题半月推进情况通报
截止 7 月 5 日，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

“马路办公”37次，区分管领导及其他区领导
“马路办公”38次，发现并交办城市管理问题
共计 367 个。7 月 5 日前应整治完成 321 个问
题，其中303个已按时完成整改销号，整体按
期销号率94.39%，剩余18个正在推进。

（一）各镇街（管委会）按期销号情况
共涉及 25 家单位，整体按期销号率为

97.45%，其中22家单位全部按期销号。剩余3
家单位中，覃家岗街道按期销号率 92.86%、
童家桥街道按期销号率 91.30%、土主镇按期
销号率87.50%。

（二）区级部门（平台公司）按期销号情
况

共涉及 16 家单位，整体按期销号率为
95.03%，其中11家单位全部按期销号。剩余5
家单位中，区城管局按期销号率 97.18%、区
农委按期销号率 87.50%、区两违办按期销号
率 80.00%、渝富集团及川外按期销号率均为
0。

（三）驻区单位按期销号情况
共涉及 7 家单位，整体按期销号率为

83.93%，其中3家单位全部按期销号。剩余4
家单位中，红岩联线按期销号率 89.47%、微
电园按期销号率 83.33%、市城投公司按期销
号率77.78%、市地产集团20.00%。

沙坪坝区城市管理局
2018年7月6日

数字城管案件半月处置情况通报

本报讯 （记者 赵杰昌） 7月5日，由
中央文明办三局副局长、巡视员杨武军带领的
专题调研组，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
主任马岱良陪同下，调研指导我区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市文明办副主任王茵，区委
副书记许宁，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宣传部
部长陶世祥参加调研活动。

调研组来到覃家岗街道凤天路社区，调
研该社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在社

区微型少年宫，退休教师周书明正在教20多
名小学生学习吹葫芦丝，悠扬的乐声不时在
教室回响。“微型少年宫面积有多大，暑期将
开展哪些实践活动？”杨武军认真询问，详细
了解社区青少年活动开展情况。当得知周书
明退休后发挥余热，5年免费教了790多名
中小学生学习葫芦丝时，他高兴地说，“音乐
可以陶冶情操，培养高尚的兴趣爱好，希望
继续坚持。”

从微型少年宫出来，调研组成员观看了社
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展板，查阅了相关档
案资料，详细了解社区“四点半课堂”、“儿童
之家”、家长学校等项目实施情况。

在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二楼会议室，派出
所民警正在为50多名小学生讲解暑期安全知
识。在一旁的儿童之家，中小学生在大学生
志愿者的辅导下学习打架子鼓、跳健身舞
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吸引了调研组成员

驻足观看。来到社区文化活动室时，几名小
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正专注地学习绘画。杨
武军走到一名小学生的身旁认真观看。当这
名小朋友绘出的漂亮画作展现在大家面前
时，杨武军向他竖起了大拇指，并夸奖道：

“你画得真棒。继续努力。”
听取情况汇报后，杨武军对我区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他强调，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民心工

程、希望工程，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
程。沙坪坝作为科教文化名区，要结合实际，
充分利用资源，扎实深入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要以文化环境治理为重点，切实加强
德育工作，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
念、良好的价值取向。要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建设，加强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和革
命精神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中央文明办调研我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郭思云 文/图） 7 月 6
日，由区直机关工委主办，区审计局、区安监
局、区检察院承办的区机关党建第三协作组“党
在我心中 我为党旗添光彩”主题演讲比赛举
行。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英到场致辞并为获
奖选手颁奖。

97年前，革命的火种在南湖的那艘游船上点
燃。回首97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
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比赛中，
15位参赛选手围绕“党在我心中 我为党旗添光
彩”这一主题，回顾了党的历史，结合各自工作
实际讲述了身边履职尽责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
号召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担当
作为，以实干实效实绩感党恩、颂党情。

“我们是安监人，是要对每一个生产劳动者负
责，以我们职责确保他们生命财产安全……”区
安监局参赛选手刘殷孜在她的演讲 《坚守的意
义》中，分享了多年来工作中的所见、所闻、所
思、所悟。她表示，作为安监系统的一名青年党
员，更要扛起肩上的责任与使命，去保障每位劳
动者的安全，让他们能高高兴兴上班，家人们也
能无牵无挂。

最终，区审计局选手万娇、区安监局选手刘
殷孜获得本次比赛一等奖。

当天，比赛现场还举行了新党员入党宣誓及
全体党员集体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梁滩河综合整治任务
已完成309项

本报讯 （记者 郭思云） 今年我区重点开展
了对梁滩河流域农业、工业、生活污染源综合整治
工作。记者近日从区河长办了解到，截至7月5日，
1742项涉及梁滩河综合整治任务已完成309项。

据了解，今年以来，梁滩河综合整治任务工业
污染问题共涉及梁滩河流域1306户工业污染企业，
按照生活废水和生产废水分类，由区经信委负责
1273家企业，区环保局负责33家企业。截至7月6
日，共完成整治134家（关闭搬迁129家，整改并
验收5家）；停产976家（自行停产523家，强制停
产453家）；正在推进190家。

生活污染方面，相关部门正在对160项任务进
行现场核实，待任务核实清楚后，进行专题研究，
再拟定具体实施方案；城管局梁滩河流域生活污染3
项完成整治，5项正在整治中；回龙坝镇完成管网走
向设计、概算。农业污染方面，区农委对梁滩河农
业污染211处进行整治，目前已整治完成172处。

区河长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坚
持问题导向，加大整改力度，完善整改措施，通过
整治工作例会等形式，主动协调整治过程中的难
点、卡点，强化责任、压力的层层传导，切实抓好
问题整改落实，按时按要求完成污染源逐项销号。多方联动 为数千群众解决“办证难”

●记者 喻庆 通讯员 颜国平

高位督导 因地施策

咱们的城市颜值变了样
●记者 裴梓臣/文 孙凯芳/图

今年2月11日，我区对双碑
隧道口上方约2600平方米巨幅违
法广告牌依法强拆，打响了提升
城市品质行动的“第一枪”。

近半年过去，市民生活品质
是否得到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是
否得到提升？让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提升城市品质行动取得的成
效如何。

“马路办公”
问诊市容环境问题

城市品质要提升，首先得了解
治理的方向。只有实地了解，才能

更清楚地知道哪里有问题，也才能
因地施策，提出整治方案。为此，
我区从上至下开启了一场“马路办
公”的“问诊”之旅。

在双碑隧道口的小山坡上，漫
山的绿草与点缀其间的树木在这个
夏天为市民提供了一抹新绿。很难
想像在几个月前，这里是一片荒
山，最显眼的是山上的巨幅广告
牌。这里是我区打响提升城市品质
行动“第一枪”的地方。当时问题
的发现，正是得益于区内一次“马
路办公”的“问诊”。

上街找问题，现场解决市民
反映的各类城市管理难题，正成
为我区城管工作的新状态。自3

月份提升行动启动以来，区委、
区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相
关领导采取明查与暗访相结合方
式率先垂范，对现场发现问题

“马上办”，对已交办问题“回头
看”，高位督导传达压力。

截至5月21日，累计“马路
办公”72次，发现城市管理问题
266个、已100%展开整治，除工
程类项目外销号率100%。区城市
管理局建立“日巡查、周督查、
月考核、季评比”督查机制，9个
巡查组随机、随地、随时全域督
查，共派发问题1525个、已整治
销号 1371 个，销号率 89.90%。
各部门、镇街（管委会）主动作
为、积极开展“马路办公”，在辖
区范围内自查问题、建立台账，
发现问题3166个、已整治销号
3012个，销号率95.13%。

用心打造
有“颜值”更有“价值”

7月，正是硫华菊、金鸡菊
等花卉争相开放的季节，得益于
提升城市品质行动的开展，西永
街道梁滩河沿岸11.3公里的花海
正式进入了盛花期，每天都有市
民来到这里赏花拍照，俨然一副
新晋网红地标的架势。

“这样好，比我们小时候的梁

滩河还要漂亮。”张炽凤是西永街
道的老居民，在外地居住的她最
近偶然在网上看到梁滩河花海的
照片，美得令她不敢相信，赶忙
打电话约上儿时的朋友一起来赏
花，重温儿时记忆。

张炽凤回忆，20多年前，梁
滩河就像现在孩子们常去的公
园，在这里打闹、游玩，一玩就
能玩一整天。可随着时间的推
移，记忆中的梁滩河逐渐变了样
子，环境差得让人不想靠近，她
也多年不曾再回到梁滩河边。城
市品质提升行动开展以来，西永
街道结合落实河长制的要求，对
梁滩河进行了综合整治，在梁滩
河沿岸11.3公里共种植硫华菊、
金鸡菊等花卉共114亩，让这条
陪伴老西永人童年的“母亲河”
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

“来，大家一起笑一个。”在游
玩的间隙，张炽凤用手机自拍定格
了一张照片，画面里她和朋友们置
身在一片五颜六色的花海中，远处
的天空挂着朵朵白云，将天空的底
色衬托得更加湛蓝；清澈的梁滩河
在画面的一角静静的流淌。

随着提升城市品质行动的不
断深入，我区更多的地区正在如
梁滩河一样发生着令人可喜的变
化，这座城市的颜值变得越发迷
人，让每一位居住在这里的人更
有幸福感、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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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个房产证，难道比修房子还难？”近
日，沙坪坝区曾家镇龙台社区美丽新城一
期199户居民终于拿到了盼望已久的房屋
产权证。这是在区政府领导重视、区人大
持续关注下，各相关部门单位密切配合的
结果。

民生难题
数千群众十余年办不了房产证

曾家镇是沙坪坝区集中安置居民最多
的一个镇，安置了包括大学城、铜罐驿提
水工程、微电园等项目的征地拆迁农民。
据统计，2005年至2017年间，曾家镇入
住安置近10000户居民，但时至今年初沙
坪坝区人代会召开时，这10000户居民办
理了房屋产权证的不足40%。

自区、镇两级人大2016年换届以来，
辖区群众就安置房产权证办理问题多次向
代表和相关部门反映，这一情况引起了两
级人大代表的高度关注。“停滞不前的办

证进程，给群众上学、入户、抵押贷款、
买卖过户等带来诸多不便，群众缺乏安全
感，也曾一度导致社区党群、干群关系紧
张。”区镇人大代表、镇党委书记傅岗对
记者说。

排忧解难
安置房产权证办理列入重点工作

为尽早排解民众之忧，辖区人大代表
龙庆、苏仕海、谢雪梅等多次在镇、区人
代会上提出尽快办理解决居民安置房产权
证的建议，建议得到区人大常委会的高度
重视。

在今年年初召开的沙坪坝区人代会
上，分组审议区政府工作报告时，新任沙
坪坝区区长常斌听到人大代表反映数千安
置居民的房产证十多年都没办下来的问题
后，风趣地说，“办个房产证难道比修房
子还难？”常斌当场表示，区政府将把曾
家镇群众安置房产权证办理工作，作为

2018年一项重点工作抓实，让代表、群众
满意。

4月19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忠
荣专程带队赴曾家镇专题调研安置房产权
证办理问题。调研发现，在产权证办理过
程中，存在所需办证资料不齐全的问题，
而各办证单位与镇、社区及平台公司之间
缺乏有效沟通，不能及时了解未办证户原
因等现象。此外，部分安置房又涉及继承
与买卖的过户问题，需要一定的费用支出
用于房产公证程序，但部分居民不愿支付
导致产权证办理搁置。此外，还存在部分
安置居民未及时完善资料、身份证过期、
联系不上安置居民等问题，致使安置房产
权证办理进程缓慢。

持续关注
80%安置居民将拿到产权证

“年内必须完成80%的办理进度。”通
过调研，针对产权证办理“病症”，陈忠

荣要求，必须高度重视安置房产权办证工
作，各平台公司要加强与街 （镇）、社区
的沟通联系，做到三个清楚：平台公司清
楚、社区清楚、百姓清楚。

各相关部门随即行动，立即投入办理
工作：细化措施、简化程序、增加工作人
员。在多方联动的情况下，安置房产权证
工作进展顺利，并取得明显成效。

“平台公司与镇政府、社区之间缺乏沟通
交流，影响了安置房产权证办理问题，值得
政府及办理部门的反思。”十余年时间，办理
进度不过半，而在区人大、区政府的关注、
重视下，三四个月时间，199户群众就拿到
了房屋产权证。代表们感慨地说：“要建设群
众满意的服务性政府，提升效率和效能，必
须以群众为中心，转变工作作风，让广大群
众不断感受改革带来的新气象、新作为，增
强群众对改革的获得感。”

“下一步，区、镇人大代表也将持续
关注安置房办证工作进度，确保2018年
年底完成80%拆迁居民房屋产权证办理发
放工作。”曾家镇人大主席彭洪说。

九三学社沙坪坝区委
开展参政议政工作培训

本报讯 （记者 裴梓臣 通讯员 夏惠） 7月
6日，九三学社沙坪坝区委召开参政议政工作培训会
议。区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沙坪坝区委主委魏子栋
出席会议并讲话。

当天，会议邀请沙坪坝区政协提案信息办公室主
任钟小勇作提案相关知识专题辅导。钟小勇从“为什
么写”“写什么”“如何写”三个问题入手，强调了民
主党派在提高政党协商水平中所担负的重要责任，分
析了当前重庆市及沙坪坝区主要社会经济形势，指出
了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工作中应该关注的热点、难点
问题。与会者反映，讲座信息量大，受益匪浅。

魏子栋表示，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重要职能之
一，是多党合作的主要内容，九三学社作为参政党，
应该不断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和建言献策水平，各基层
组织和广大社员要加强学习，增强参政议政意识，认
真组织调研，积极为九三学社沙坪坝区委提供参政议
政素材和社情民意，切实履行好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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