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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日常生活接触会感染艾滋病病毒吗？
日常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下面

这些行为，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

(1)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握手、拥抱、抚摸、礼节

性接吻；

(2)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起吃饭、喝饮料以及

共用碗筷、杯子；

(3)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起使用公共设施，如

厕所、游泳池、公共浴池、电话机、公共汽车；

(4)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起居住、劳动、共用劳

动工具；

(5)购物、使用钞票；

(6)咳嗽、打喷嚏、流泪、出汗、撒尿；

(7)蚊子、苍蝇、蟑螂等昆虫叮咬。

怎样对待身边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如果身边发现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不用害怕，

更不能看不起、排斥他们。

对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正确态度是：同情、关

心并尽力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正常生活和工作，不

扩散他们的病情。如果别人对他们感到恐惧，我们

可以带头到他们的家里去，跟他们握手，帮助他们收

庄稼，从而消除人们的恐惧感。（未完待续）

永川区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科宣

防控艾滋 人人有责（四）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五个方面，其中产业兴旺是重点。

永川农业产业如何发展？日前，区农委

主任杨本森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永川将紧扣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

化、品牌化的要求，牢牢抓住产业兴旺这

一重点，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

扎实推进农业生产能力建设。实

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鼓励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落实高

标准农田管护措施；强化农业科技创

新，开展农业研发创新能力建设，成立

食用菌、豆豉产业技术研究院，建立茶

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提高农机装备水

平，促进特色主导产业机械化生产发

展，推进耕地宜机化改造；推进农业大

数据和智能化应用，全面推进“益农信

息社”建设，到2020年实现全区行政村

全覆盖。

扎实推进产业兴村强区。大力发展

茶叶、食用菌、名优水果特色产业，以工

业化建设理念抓好4个市级现代农业园

区和11个区级特色效益农业园区建设，

到2020年实现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

体系、经营体系进一步健全，产业结构不

断优化，粮经作物面积比调整到 40:

60。茶叶产量达1.2万吨、产值15亿元、

全产业链产值50亿元；食用菌产量达10

万吨、产值12亿元；名优水果产量达18

万吨、产值8亿元。同时，加快培育打造

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重

点推进2个区域公用品牌、20个重庆名

牌农产品培育。到2020年，全区品牌农

产品年销售收入达到30亿元。

扎实深化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引进和培育一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

业的同时，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

品工程，塑造“乡村时光”品牌，深入挖掘

长江文化、农耕文化、乡贤文化及民风民

俗，推动“园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民房

变客房、产品变礼品”建设。坚持线下线

上并举，加快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推进

农产品电子商务创业平台全覆盖、服务

站点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全覆盖。

扎实做好扶贫脱贫攻坚。要深入落

实“1+4+1”“2+1”结对帮扶机制，严格对

照“两不愁、三保障”要求，在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培育、社会保障、教育扶贫、医疗

救助等方面统筹联动；要根据有无劳动

力进行精准施策，对已脱贫的5个市级贫

困村和脱贫户要开展“回头看”，防止回

潮、防止降格、防止返贫。

▲

五间西瓜大棚。

▲

区农委主要负责人调研农业

产业发展。

聚焦产业兴旺 助力乡村振兴
——访区农委主任杨本森

本报记者 杨 雪/文 刘 灿/图

本报讯（记者 凌泽恩）5月16

日上午，全区火灾事故隐患排查整

治工作推进会在区公安消防支队

举行。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刘建

中出席会议。

刘建中要求：一要认清严峻形

势，认真分析原因，切实增强火灾隐

患排查整治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二要突出重点，细化工作措施，

全面深入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

作。要规范电动车摩托车的停放及

电动车的充电，深入推进通道畅通

行动，深入开展消防安全违法企业

整治，加强消防安全宣传。三要压

实工作责任，严肃工作纪律，确保火

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取得实效。要

严格落实党政主导之责，严格落实

部门监管之责（做到“三必管”：管行

业必管安全，管业务必管安全，管生

产经营活动必管安全），严格落实社

会单位主体职责，严肃工作纪律，确

保小区、车库、企业消防安全，确保

社会和谐稳定。

会议通报了当前消防安全形

势。相关部门、各镇街、各派出所、各

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等出席会议。

全区火灾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推进会举行

本 报 讯（记 者 龙 远

信 通讯员 侯 利）代表履

职不是“T台走秀”，选民

面前说个“子丑寅卯”。5

月15日上午9时，在宝峰

镇登东场镇一民生工程施

工现场，近200名选民现

场听取王晓波等镇人大代

表的履职报告。

今年，宝峰镇人大转

变工作作风，将代表述职

从会议室“搬到”民生工程

现场，面对面向选民述职，

杜绝过去代表当选后就与

选民“失联”的现象，促进

代表履职尽责和代表作用

发挥。

据了解，为增强代表

履职意识，今年以来，宝峰

镇人大开展了“代表写乡

愁向选民述职”活动，激发

了广大人大代表的履职热

情与激情，代表们向选民

面对面的作了公开述职并

接受选民监督。活动中，

王晓波、龙方建、殷高芳等

3名人大代表分别从本职

工作、联系走访选民、以及

选民反应事情的办理落实

等方面的情况向选民作了

履职报告。

“深八路这条公路修

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绕一下

走我家门口”“这回吃低保

是不是凭关系办的”……

选民们就自己关心的问

题，“不留情面”地向人大

代表、龙凤桥村党总支书

记龙方建提问。“原则上组

组通公路以老路基为准，

不改变道路的路线，深八

路也坚持这个原则。低保

都是按照程序走的，上面

有监督电话欢迎大家监

督。”龙方建的回答解除了

选民心中的疑惑。

宝峰镇人大主席李川

说，把代表述职地点从会

议室“搬到”民生工程现

场，晒出了代表履职“账

单”，同时代表与选民面对

面交流，拉近了代表与选

民的距离，倒逼人大代表

更好地履职尽责。

宝峰镇：人大代表民生工程现场向选民“报账”

本报讯（记者 张 玲）5月15日

上午，永川区2018年村（居）民委员

会主任培训班在区委党校三楼会

议室开班，全区200余名村（居）委

主任接受集中培训。

本次培训采取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重点围绕“农村基层干部廉

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当前基层

综治工作如何做”“永川区农村小

康路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党

的十九大精神与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读”“民政

政策解读”以及“健全完善党组织

领导下的乡村治理体系”和“城乡

养老保险政策解读”等内容，进行

为期3天的集中培训。

我区200余名村（居）委主任集中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唐忠芬）为增

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应急救

援队员应急救援水平，近日，来苏

镇组织镇相关部门、应急救援分

队、村（社区）民兵连长在东坡广场

开展了防灾减灾宣传，在来苏敬老

院开展了应急救援演练。

是日上午，来苏镇展示安全

知识宣传标语8幅、安全知识展板

15块，发放了防灾减灾倡议书、消

防安全知识、气象灾害知识、地质

灾害防范知识等宣传资料共3000

余份。

是日下午，镇应急救援分队和

各村（社区）民兵连长共50人，在来

苏镇敬老院开展了应急救援演

练。当警报一拉响，应急队员、医

务救援人员、派出所民警10分钟内

赶赴救灾现场。应急救援分队分

成四个班，分别负责敬老院老人的

应急疏散、“一人二盘水带连接操”

和“泵浦车单干线出两支水枪”的

操作、救灾帐篷的搭建、危重病人

的应急救援等。

来苏镇开展防灾减灾宣传及应急救援演练

近千名孕妈共赏胎教音乐会

12日，永川区儿童医院（永川区集嫒医院）第五届“孕

之美·音为嫒”胎教音乐会在名豪锦江酒店启幕，《爱的期

待》《蓝色多瑙河》《天空之城》《天鹅》等名曲奏响，近千名

孕妈们享受了这听觉的盛宴。

据了解，永川区儿童医院将于今年6月正式投用，将

重点围绕妇女儿童开展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

记者 陈科儒 摄

本报讯（记者 钟 梅）5 月 16

日，永川区2018年度综治维稳信访

干部业务培训班开班。区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罗晓春出席开班仪式，

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刘建中等为

参训人员授课。

在开班动员会上，罗晓春寄语

参训人员：一是做信仰的坚定者。

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以人民为

中心维护大局，以法律为底线坚持

操守。二是要做理性的思考者。

珍惜学习机会，善于把握规律，实

现学以致用。三是做创新的实践

者。办好乡贤评理堂工作，实施好

乡村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做好行业

调委会工作。四是做平安的守护

者。讲担当、讲策略、讲奉献，齐心

协力做好平安建设工作。

在为期3天的培训中，刘建中

与市信访办、区公安局反恐支队、

区综治办、区司法局等部门负责

人，将就《信访基础业务规范化建

设》《如何运用法治手段处理信访

突出问题》《如何规范乡贤评理堂

建设》《做好新时期政法综治工作》

等，为大家破解工作中的难题，分

享信访、维稳工作的心得体会。十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江北区“老马

工作室”马善祥为参训人员作《群

众工作与干部成长》专题报告。

全区2018年度综治维稳信访干部业务培训班开班
罗晓春出席开班仪式

5月 16日是临江场镇赶场的日

子。一大早，一群身穿白大褂、佩戴委

员证的区政协民盟界别义诊小分队的

医生委员特别显眼。当天，区政协民

盟界别“心·希望”系列阳光行动走进

临江，多个小分队还为永川七中的学

生和当地老百姓送去了关爱和温暖。

义诊：真情嘱咐送健康
“我先帮你听下肺部有没有啰音

……”区政协常委、区中医院副院长肖顺

琼手拿听诊器，对前来就诊的群众说。

赶场的人越来越多，气温越来越

高，但义诊小分队的咨询台旁仍挤满

了前来咨询的群众。委员们把《新农

村卫生手册》发放到群众手中，叮嘱他

们认真阅读。

“名医生到家门口坐诊，还不收

钱，好啊！”一位刚刚拿到名中医曾朝

芬开的中药处方的大爷高兴地说。

送课：播下希望的种子
“这是川剧旦角的头饰和服饰

……”在川剧常识课上，区政协委员、

区文化艺术馆副馆长袁小燕不仅为学

生们播放川剧视频，还即兴表演，并为

学生装扮川剧扮相，让学生们直观感

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学校礼堂，区政协常委、重庆文

理学院应用心理学系主任、心理学博士

岳彩镇正带领着他的团队，为初二（六）

班的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团队辅

导。他们与学生一起唱歌、做游戏、分

享感受，在活动中进行心理健康疏导。

活动中，区政协民盟界别不仅向

学校赠送了篮球、足球、羽毛球等价值

5000元的体育用品，还组织界别委员

为学生们送去了乐理知识、微班会、用

耳卫生等精彩课程。同时，针对青春

期学生的生理和心理情况，邀请区集

嫒医院的医生作了“青春路上健康成

长”，邀请“莎姐”检察官讲授“远离违法

犯罪，拥抱美好未来”等多场专题讲座。

据悉，近两年来，区政协民盟界别

“心·希望”阳光行动先后深入永川中

学、宝峰小学等13所学校及单位为

3200余名中小学生开展心理健康讲

座9次，有针对性的团队心理辅导12

场次，个案咨询80人次，开展义诊、知

识讲座18场。 本报记者 付 丽

播撒“心”希望 阳光在前方
——区政协民盟界别“心·希望”阳光行动小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