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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办理殡葬补助
霍先生：我有一名亲戚是低保

户，前两天因病去世。请问，像他这

种可享受基本丧葬服务费补助的人

群如何办理殡葬补助？

区民政局：补助对象死亡后，丧

事承办人应当向死者户籍所在地街

道（乡镇）民政部门提出申请，填写

《重庆市困难群众丧葬补助申请

表》，并提交丧事承办人本人有效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死者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死亡证明原

件及复印件一份。《补助申请表》一

式三份：街道（乡镇）民政部门、殡仪

馆、区县（自治县）民政局各一份。

街道（乡镇）民政部门审核后，对符

合补助条件的，在《补助申请表》上

签署意见并盖章证明，将《补助申请

表》第二、三联交丧事承办人办理丧

葬事宜。殡仪馆凭丧事承办人提交

的《补助申请表》第二、三联，对五项

基本服务项目费用总额在1500元

限额以内的，按实际发生额免收费；

超出1500元限额的，其超出部分由

丧事承办人自行承担。

记者 钟 梅

区环保局：从严监管养殖环境污染
本报讯（记者 杨 雪）7月9日，记者从区环保局了解

到，今年以来，区环保局从严监管养殖环境污染，对造成

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行为，进行依法处理。

“养殖行业专项整治，是牵住了全区水环境综合治理

的‘牛鼻子’，是打赢临江河流域综合治理攻坚战的重要

保障。”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环保部门将继续严厉

打击养殖行业违法排污行为，从严控制养殖环境准入，依

法从严审批养殖行业。从严监管养殖环境污染。进一步

铁腕执法，强化已审批养殖场的监督管理，对需要配套建

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

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

中弄虚作假的，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对造成重大环境污染

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报经区政府批

准，责令关闭。强化对手续不齐养殖单位或个人的监督

管理，依法对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畜

禽养殖场进行处理。强化对养殖行业违法排污行为的监

督管理，加强环保行政执法联动。严密监测水质变化情

况，加密监测频次，准确监测数据，科学分析成因，及时提

出对策建议，全面改善水环境。

区国土房管局：加强养殖违法用地整治
本报讯（记者 杨 雪）7月9日，记者从区国土房管局

了解到，区国土房管局制定了整治实施方案，细化分工，

明确任务，进一步加强养殖违法用地整治工作。

“整治做到不走过场，不做形式，我们将倾全局之力，

上下密切配合，各基层所全员上阵，全力做好养殖违法用

地清理整治工作。”区国土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

区国土房管局按照制定好的整治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

分工，明确任务，落实责任，主动出击，通过现场调查、现

场宣传、现场下达纠违通知等方式，全力推进养殖违法用

地清理排查工作，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目前，对需要查

处整治的违法用地全部下达行政处罚文书。下一步，将

督促违法用地养殖户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对拒不整改的

违法用地行为，将按程序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金龙镇：推进“双违”畜禽养殖场整治见成效
本报讯（记者 陈娇娇 通讯员 罗 塔）为改善九龙河

生态环境，金龙镇以九龙河水污染治理为抓手，集中力

量，攻坚克难，推进“双违”畜禽养殖场整治，推动绿色发

展、高质量发展。目前，九龙河流域金龙段“双违”畜禽养

殖场基本关停完毕。

据悉，九龙河成U字型绕金龙镇穿行，境内主河道长

32.2公里，有22条支流。为改善九龙河生态环境，金龙镇

多管齐下，推进“双违”畜禽养殖整治。成立专班，班子领

导全局抓，分管干部分片抓，驻组干部和村干部分户抓，全

面铺开，集中发力；采用宣传车、横幅、广播、微信公众号、

LED显示屏等，开展多层面全方位宣传；联合区国土房管

局、区环保局、区农委、区水务局、区林业局等相关部门共

同执法，形成合力。据悉，从2017年6月开始，金龙镇在全

镇范围内开展了“双违”畜禽养殖整治，对摸排出的83户

“双违”畜禽养殖户进行整治，拆除35户，停养48户，九龙

河流域金龙段“双违”畜禽养殖场基本关停完毕。同时，认

真落实河长制要求，开展河道污染物集中清理，累计清运

垃圾3600吨，河道基本呈现出生态本色。

7月10日7时30分至10时20分，在中国

铁路总公司成都局施工办的组织下，我区重

点工程建设项目之一的永和大道重要组成部

分——永和大桥，进入上跨成渝线箱梁架设

II级施工。

当天，中国铁路总公司成都局派出铁路

施工、监理、供电、车务、铁路监察等相关配合

单位和监督单位到场，对永和大桥25米箱梁

实施架设施工。在 150 分钟施工时间内，施

工单位顺利超额完成箱梁架设4片，为永和

大桥顺利合拢创造了良好开端。

图为当天工人正在将25米长、重78吨的

箱梁安装在永和大桥的桥墩上。

记者 赵 丰 摄

永和大桥永和大桥进入上跨成渝线进入上跨成渝线
箱梁箱梁架架设设IIII级施工级施工

本报讯（记者 彭禹乔）7 月 11

日，全区民生监督试点工作动员会召

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民生工作的重要讲话精

神，贯彻全市加强民生监督工作要求，

部署全区开展民生监督试点工作。区

委书记滕宏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从严监督各项惠民政策实施，从严

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确保惠民政策得到落实、惠民

资金安全运转、惠民项目高效利民。

区委副书记、区长罗清泉主持会议。

滕宏伟指出，民生监督是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现实需要，

是保障和民生改善、护航全面小康的

责任担当，是夯实“两个责任”、营造良

好政治生态的务实之举。区纪委作为

试点工作牵头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

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以严格的监

督、严肃的问责和严厉的查处，真正做

到惠民政策措施、民生项目资金覆盖

到哪里，监督执纪问责就跟进到哪里，

推动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落

到实处，从源头上预防腐败，从根本上

肃清风气，确保民生资金用在群众身

上、用在“刀刃”上。

滕宏伟强调，要严格监督检查。

各镇街党委（党工委）要严格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及时部署、迅速行

动，纳入民生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的

重要内容抓紧抓实。涉及惠民资金的

相关部门要重点对农村危房改造工

程、微企补贴资金、扶贫救济资金等腐

败问题易发多发的民生领域，有针对性

地开展重点检查、全程督查、随机抽

查。区纪委要认真履行监督职责，查实

民生政策是否落实到人、民生项目是否

真正落地、民生资金是否足额到位。要

严肃执纪问责，对民生领域腐败案件，

坚持严查快处，达到查处一起、曝光一

起、震慑一片的工作效果。注重案件质

量，做到依法规范办案。坚持“一案双

查”，既要追究直接责任又要追究领导

责任，既要追究主体责任又要追究监督

责任。要严密制度笼子，注重成果运

用，针对共性问题、突出问题，由点及

面、举一反三，防止类似问题屡禁不

止。突出改革创新，不断健全监督体

系，确保各项惠民政策在永川阳光落

地。善于总结推广，为全市民生监督工

作提供更多鲜活经验和操作方案。

滕宏伟要求，要进一步加强警示

教育。全区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引导党

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强化纪律意识

和规矩意识，切实提高党员干部政德建

设水平和拒腐防变能力。及时通报曝

光典型案例，做到以案说纪、以案说法、

以案说德、以案说责，让各级干部主动

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

限，推动不敢腐向不能腐、不想腐迈进。

罗清泉指出，要在学习领会上抓

好落实，深刻领会民生领域专项监督

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不断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要在

聚焦重点上抓好落实，加快问题整改，

以民生监督工作的新成效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的认可度和满意度。要在统筹

推进上抓好落实，各镇街、相关区级部

门要各司其职，细化工作措施，务实有

序推进，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

任夏庆英对全区民生监督试点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她指出，要提高政治

站位和政治觉悟，深刻认识加强民生

监督的重要意义；要坚持问题导向，有

力有序推进民生监督试点；要强化组

织领导，务求民生监督试点取得实效。

据了解，按照市纪委部署要求，我

区结合实际，选择在“惠民资金”和“社

会治理”两个领域开展民生监督试点

工作，即：重点对2016年1月1日以来

实施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村改厕、

农村自来水入户工程等惠民政策的项

目实施情况及资金管理、使用、发放情

况开展监督检查；重点整治党员干部

以各种名目违规操办酒席，或在操办

婚丧事宜中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

费、借机敛财等问题。

我区民生监督试点工作动员会召开
滕宏伟出席并讲话 罗清泉主持

本报讯（记者 彭禹乔）7 月 11日，区

委书记滕宏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

六次集体学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央

外事工作会议、同团中央新一届班子成员

集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关于禁

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

实意见。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

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深刻论

述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命题、重点任务和

具体要求，为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

觉性和坚定性，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提供了思想引领和实践动力。全区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旗帜鲜明讲政

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学笃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

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以实

际行动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积极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全面彻底干净肃清孙

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持续

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切实营造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要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紧扣民心这个最大政治，坚定不移地

贯彻群众路线，突出抓好群众关心关注、反

映强烈的具体现实问题，维护好实现好群

众利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全局，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对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作出新部署、提

出新要求，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特别是组

织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着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

夫，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思想上来，

统一到中央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和组织工

作的重大部署上来，扎实抓好工作落实。

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团组织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

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精

神，抓住共青团工作的根本任务、政治责任

和工作主线，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团，

切实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当好党

的助手和后备军。要坚持党管青年、党建

带团建，加强对青年工作和共青团工作的

领导，强化政治引领，优化青年成长成才环

境，激励全区广大青年敢于有梦、勇于追

梦、勤于圆梦，为推动“兴业兴城、强区富

民”贡献青春和力量。

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学笃用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懂弄通“十个坚持”深刻

内涵和精神实质，牢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大局观、角色观，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入落实内陆开放高地

建设战略行动计划，以朱沱港区、永泸高速、

兴业大道等重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

高新区建设、深化“放管服”改革为重点，坚

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

会议指出，禁毒工作关系国家安危、民

族兴衰、社会稳定、人民福祉，是一项必须抓

紧、抓实、抓好的长期性工程。全区各级各

部门要严格按照中央、市委有关禁毒工作要

求，扎实推进全民禁毒工程，坚决打赢新时

代禁毒人民战争。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滕宏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