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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欢 喜 喜 过 新 年

本报讯（记者 凌泽英）13日上午，胜利路街道举行

2017年度总结表彰大会，表彰五个“十佳”，以及公益岗位

优秀人员、优秀城管协管人员、纪检工作先进个人，年度目

标考核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等，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超

先进的热潮。

当天上午，胜利路街道会议室座无虚席，一大批经村

（社区）推荐、街道综合评定、多部门联审、对外公示等程序

的“十佳”人员登上领奖台，他们分别是“十佳村（居）民小组

长”万寿村槽坊村民小组长龙定波等10人、“十佳楼栋长”

玉屏路社区大巷子29号楼栋长刘忠会等10人、“十佳新乡

贤”胜利社区新乡贤王永先等10人、“十佳志愿者”万寿村

志愿者、保洁员马前琼等10人、“十佳最美胜利人”丰田村

村民艾小月等10人。同时，会议还表彰了2017年度各条

战线涌现的先进个人、集体等。

据悉，表彰的五个“十佳”人员中，有的是党和政府为群

众服务的“神经末梢”，有的是街道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的

“触角延伸”，有的是植根乡土、贴近群众，蕴含爱国爱乡、见

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有的是秉承团结友爱、助人为乐、

尊老爱幼、乐善好施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助人为乐的永川

志愿服务理念的践行者；有的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标杆。

胜利路街道：表彰五个“十佳”迎新春

本报讯（记者 钟 梅）最近，记者从大安街道获悉，即日

起，该街道党工委领导班子成员、全体机关干部、各企事业

单位负责人、村（社区）干部、村（居）民小组长，将走访慰问

辖区990名困难群众、困难党员和90名老干部，给他们送

去新年的祝福。

62岁的黄德芳家住大安街道民生路，以前是一名环卫

工，前不久得了乳腺癌。因其家庭较困难，街道把她家纳入

了建卡贫困户。6日上午9时许，大安街道党工委有关负责

人与陈家祠社区的社区干部一起，来到黄德芳家中，详细了

解了黄德芳的家庭情况，询问了她的身体状况，鼓励她乐观

坚强，战胜病魔。

官禄岩村上田铺村民小组村民周兴利今年61岁，是一

名五保户。在大安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帮助下，周兴利养

起了羊、鸡等，日子越来越好。看到圈舍里的羊群和鸡群，

大安街道党工委负责人鼓励他用自己的双手，早日走出困

境。

近年来，大安街道高度重视辖区困难群众、困难党员以

及老干部的生产生活情况，认真搭好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

“连心桥”，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2月6日起，大安街

道党工委班子领导牵头，全体机关干部、各企事业单位负责

人、村（社区）干部、村（居）民小组长共同参与到走访慰问困

难群众活动中，让困难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大安街道：心系困难户 真情暖民心

本报讯（通讯员 肖 渤）入冬以来，仙龙镇采取务实举

措，关注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确保困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增强其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是开展冬春生活救助。逐户走访调查，准确掌握情

况，建立救助台账，发放救助金17万元，救助受灾农户354

户1171人，切实解决受灾人员冬春期间口粮、饮水、衣被、

取暖、医疗等基本生活困难。

二是落实临时困难救助。规范审批程序，严格评定标

准，发放临时救助金11.6万元，救助困难群众101人，妥善

解决好困难居民的突发性、临时性生活困难，保障困难群体

基本生活。

三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整合资金20余万元，为仙

龙、粉店、大磨3所敬老院分别安装监控设备1套，修建消

防水池1个，配置消防备用发电机1台，切实保障入住人员

生命财产安全。

仙龙镇：确保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本报讯（记者 钟 梅）为切实做好留守儿童寒假和春节

期间的安全宣传教育，增强留守儿童的安全意识，近日，板

桥镇各村（社）利用留守儿童活动中心，为孩子们普及假期

安全和春节期间防火等知识。

宣讲中，板桥镇本尊村妇联主席侯六银从火灾预防、一

氧化碳中毒预防、燃放烟花爆竹危害、拐骗预防等方面，对

留守儿童进行宣传教育；龙门滩村妇联主席袁长菊围绕如

何正确使用取暖产品和灭火设备给孩子们作讲解。

宣讲结束后，开展了“寒假生活”活动，通过一起阅读课

外书，一起做游戏，让孩子们感受到妇联组织对他们的关

爱。

板桥镇：开展“关注留守儿童成长·做好寒假安全宣讲”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 灿）最近，南大街街道兴南路社区在

高敬鸿敬老院开展“温馨你我他·和谐千万家”迎新春百家

宴活动。辖区居民、空巢和孤寡老人共200人同吃团年饭，

共同庆贺新年。

当日，敬老院内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充满了节日的喜

庆气氛，居民们互道新春祝福，不少居民还跳起了欢快的舞

蹈，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敬老院。香喷喷的百家宴不仅暖

了老人们的胃，还暖了他们的心，拉近了居民间的关系，凝

聚了人心，增进了邻里和睦、团结进步的社区良好风气。

兴南路社区：开展迎新春百家宴活动

本报讯（记者 凌泽英 通讯员

代春霞）记者从区司法局最近召开

的2017年度基层党支部书记述职

评议会上获悉，该局将充分发挥各

党支部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开展

党建工作。

在创新党建工作中，该局一

是加强理论学习，特别是要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

提高思想认识。二是牢固树立党

建工作也是本职工作的思想,注

重履职尽责，凝聚合力。要求各

基层党支部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调动支委成员积极性，转变工

作作风，创新性地开展工作，集中

解决问题，引导全体干部职工全

身心投入工作，高效完成好各项

工作。三是提早谋划，创新党建

工作思路，制定好今年党建工作

计划，并逐一抓好落实。

区司法局:党建工作突出创新性

本报讯（记者 钟 梅 通讯员 张

晓东）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随着春

节的到来，区人力社保局抓住农民

工集中返乡的有利时机，采取三项

措施，帮助农民工实现返乡创业就

业。

强化宣传，营造返乡就业创业

良好氛围。一是强化舆论宣传。

在高速路口、高铁站、火车站和人

流集中地点及各镇街人流密集地，

张贴宣传标语、悬挂横幅200余幅，

张贴“春风行动”宣传画1000份；

二是强化工作宣传。2月8日，召开

了全区农民工转移就业监测工作

会和返乡农民工座谈会，做好工作

宣传；三是强化政策宣传。收集汇

总全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下发镇

街，发放政策宣传画两万余份。

搭建平台，切实帮助农民工返

乡就业。精心筹备实施帮扶返乡农

民工就业的“春风行动”。2月27日

至28日，以“真情相助、就业帮扶”为

主题的大型现场招聘会将在人民广

场举行，届时，将有近300余家企业

为返乡农民工等群体提供1万余个

工作岗位。区人力资源市场将原来

每周三现场招聘会改为每周一、三、

五现场招聘会，并在全区23个镇街

举行“送政策、送技能、送岗位”进镇

街社区招聘会活动，把更多的岗位

送到农民工家门口。同时，永川智

慧就业信息系统将24小时全天开

放，为广大求职者提供线上线下融

合、方便快捷的服务。

做实服务，促进农民工返乡创

业。一是开展免费创业培训，提升

返乡农民工创业能力。今年以来，

开展创业培训186人。二是打造创

业平台，为农民工等人员提供一站

式创业服务。建成吉之汇、五间镇

现代农业返乡创业园等22家市级

创业园（基地），2017年新孵化和入

驻小微企业584家。三是优化贷款

服务，缓解融资难。今年以来，为

101户创业者发放创业担保贴息贷

款1360万元。

区人力社保局：助力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

本报讯（通讯员 彭 粲）春节即

将来临，三教镇及早部署，加强党

员干部监督管理，严防“节日病”，

确保廉洁过春节。

一是设立“防火墙”，及时对春

节期间廉洁自律作出安排部署。

认真组织学习廉洁自律有关规定，

进一步增强廉洁自律意识，自觉抵

制各种不正之风。

二是划明“警戒线”，采取明

察暗访等手段，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对党员干部违反廉洁自律

规定的，一经查实，将依照有关

规定，严格追究相关人员的责

任。

三是长敲“警示钟”，大力倡导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廉洁过节。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

的思想道德防线，长敲党员干部廉

洁自律、廉洁过节警示钟。

三教镇：“三道防线”确保廉洁过节

本报讯（记者 赵 丰）记者从

永川区农技协联合会最近召开的

2017年年会上获悉，截至2017年

年底，区农技协联合会建成农业

科普示范基地23个，拥有会员近

千户。

据悉，截至2017年12月底，区

农技协联合会有农技协86个，农业

科普示范基地23个，拥有会员近千

户。2017年，该联合会促成了科协

届政协委员开展对宝峰镇茗茶叶

专业技术会的专题调研，帮助3个

农技协和两个农村科普示范基地

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2017年农

技协和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在区科

委立项6项，落实项目经费15万

元；开展科技“三下乡”活动6次，举

办科技培训10场次，发放科技宣传

资料两万份，接受群众咨询2000

人次；参加2017年“全国科普日”期

间举办的科普展览等活动50余场，

直接或间接受益人达20万。

区农技协联合会不断做强做大
截至2017年12月底 建成农业科普示范基地23个 拥有会员近千户

2月13日下午，2018年永川

区食药监分局迎新春趣味运动

会举行。来自该分局机关以及6

个街道监管所的干部职工参加

了拔河比赛、坐地起身、企鹅慢

步接力赛、两人三足接力赛等趣

味运动项目。图为拔河比赛现

场。

记者 赵 丰 摄

趣味运动迎新春

2 月 13 日，松溉镇卫生院

“青年文明号”志愿者走进新街

子村、旗山村等困难儿童、困难

老党员家中看望慰问，向他们送

上了慰问品和节日的祝福。图

为新街子村高石坎村民小组的

祝紫鑫和祝紫萱姐妹与志愿者

叔叔阿姨开心地在家门口合影。

记者 陈仕川 摄

白衣天使爱心温暖困难群众

2月13日，重庆市血液中心

永川分中心、陈食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联合开展了医务人员

迎春无偿献血活动。图为陈食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

员积极献血。

记者 刘 灿 摄

积极献血 喜迎新春

最近，永川区红十字医院党

员医疗小分队带着医疗设备和

慰问品，走进南大街街道黄瓜山

村失独家庭、五保老人、残疾人

等困难群众家中，开展“新春走

基层，扶贫义诊暖民心”主题义

诊活动。图为医务人员向吊楼

子小组失独家庭李维刚家送上

慰问品。

记者 陈仕川 摄

扶贫暖民心

最近，共青团重庆市永川区

委、永川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重庆

乐和乐都主题公园主办的“圆梦

贫困孤残留守儿童新年心愿——

走进乐和乐都行动”在乐和乐都

主题公园举行。来自朱沱、来苏

等镇街的30名贫困孤残留守儿

童在家人和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免费游览野生动物世界。图为贫

困孤残留守儿童在喂食长颈鹿。

记者 陈仕川 付丽 摄影报道

贫困孤残留守儿童圆梦新年心愿

最近，陈食街道向辖区15个

村（社区）的193名离任“两委”主

要负责人赠送了慰问品和慰问

信，感谢他们作出的贡献。离任

“两委”主要负责人兴奋地说，感

谢党和政府惦记着我们，同时表

示，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多出

力、多献策。

图为陈食街道离任“两委”

主要负责人开心地抱着慰问品

相互交流。 记者 陈仕川 摄

春节送关爱 离任干部谢党恩

近日，由区妇联组织的2018

年贫困母亲春节慰问暨“母亲邮

包”发放仪式在青峰镇政府5楼

会议室举行，35名青峰镇贫困母

亲在新春佳节来临前喜领“母亲

邮包”，感受到了“娘家人”的温

暖。

图为受助母亲合影。

记者 刘 灿 摄

贫困母亲喜领“母亲邮包”

永川区规划局城乡规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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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修改

项目名
称

玉屏路
58号片
区城市
综合改
造项目

项目
位置

永川
区玉
屏路
58号

申请修改
单位

重庆俊豪
实业（集
团）有限
责任公司

修改事宜

增设车库出
口的位置设
在16#楼西

南角

公示地点

永川区行政服
务中心电子公
示栏、项目现
场、永川区规
划局网站、公

示栏

公示时间

2018年2
月14日至
2018年2
月20日

联系方式

49899553
谢先生

永川区规划局地址：永川区人民北路6号
详情请登录永川区规划局网站：http://www.

ycghzx.com/

本报讯（记者 吴艾玲）2月14

日，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德明

先后来到区广播电视台、区新闻

社，看望慰问坚守工作岗位的新闻

工作者，送上了新春祝福。赵德明

强调，广大新闻者要充分发挥党和

人民的“喉舌”作用，拥抱新时代、

践行新思想、实现新作为，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始终保持新闻舆论工

作的正确政治方向，为我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持。

是日上午，赵德明一行首先来

到区广播电视台，看望了工作在新

媒体中心、新闻中心、电视演播室

的工作人员，向他们详细了解了新

闻采编播流程，并与他们亲切交

谈，送上了节日的问候。在区新闻

社，赵德明先后来到网络部、编辑

部、办公室等部门，与区新闻社坚

守工作岗位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

交谈，询问工作情况，并送去了诚

挚的节日祝福。

慰问中，赵德明指出，过去的

一年，我区新闻单位在区委区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各项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绩。在新的一年里，要继续撸

起袖子加油干。赵德明强调，新闻

媒体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来武装头脑，指导工

作，充分发挥党和人民的“喉舌”作

用，拥抱新时代、践行新思想、实现

新作为；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传

递党委和政府的声音，始终保持新

闻舆论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为我

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舆论

支持。

赵德明在节前慰问新闻工作者时强调

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舆论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