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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彭禹乔）8 月 9

日，区委书记滕宏伟主持召开永川区

2018年第4次规委会会议，评审永川

区体育馆方案设计和中心城区夜景

灯饰专项规划等。区长罗清泉、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王志飞、区政协主席刘

祥全等参加。

在评审永川区体育馆方案设计

时，会议指出，市运会是全市最高规

格、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全区上

下要高度重视市运会体育场馆建设工

作，切实把承办市运会、建好体育馆作

为提升永川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机遇、

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平台、建设体育

强区的重要抓手。要着眼于应用、科

学布局，合理布置主入口广场，减少或

取消商业楼宇配套，满足体育场馆使

用功能。要精心设计、突出特色，外立

面设计既要体现体育建筑的特色和时

代气息，同时要考虑与周边环境的协

调。要综合考虑建设施工条件、自然

采光等因素，合理使用美观、现代、时

尚、新颖的外墙材料，体现体育建筑的

开放性和环保性。要高标准、高起点、

高质量加快推进体育馆建设，真正把

体育馆打造成惠民工程，打造成全区

标志性建筑物之一。

在评审中心城区夜景灯饰专项规

划时，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设

计理念。既保障居民生活、交通、夜晚

活动的安全和方便，又突出节能原则，

控制光污染，特别应注意控制影响行

人、机动车、居民生活的干扰光，久久

为功，逐步实施。要优先打造示范景

观，广泛吸纳民智民意。在一定的范

围内突出重点元素，塑造有个性的照

明对象，优先打造地标性或精品性的

景观照明示范点，广泛征集居民建议

意见，为后续建设提供经验。要进一

步规范新增高层建筑夜景灯饰标准。

对部分建筑实施夜景灯饰提档升级，

对新增建筑严格把关，全面提升夜景

灯饰层次感。要针对城市实际特点，

建立“山、水、城、园、道”五要素系统。

优先打造城市水系夜景和重要道路夜

景景观照明体系，做到高雅、舒适、安

全，突出城市文化特色背景和内涵。

会议还评审了其他规划设计方

案。

区领导邓文、李光远、宋朝均、张

健及区规委会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

会议。

滕宏伟主持召开全区2018年第4次规委会会议

评审永川区体育馆方案设计和中心城区夜景灯饰专项规划
罗清泉王志飞刘祥全等参加

本报讯（记者 杨 雪）8月8日，区

长罗清泉率队前往供电局家属院等地

调研临江河流域综合治理的城区污水

管网建设工程进展情况。他强调，各

部门镇街要通力协作、密切配合，保质

保量按时完成建设任务。

城区污水管网建设工程是临江河

流域综合治理攻坚任务的重点项目。

目前，老城区雨污分流管网建设工程、

城乡结合部8个片区和红旗河干管非

开挖修复工程已先后进场施工。

罗清泉先后来到供电局家属院、

红江厂片区的管网建设施工现场，一

边查看管网建设进展情况，一边了解

施工中存在的问题，要求施工人员克

服困难，想方设法，在规定时间内保质

保量完成各项建设任务。罗清泉还来

到红旗河非开挖修复工程现场，了解

非开挖修复管道工程技术。每到一

处，罗清泉都看望慰问了一线工人，为

工人们送去清凉饮品。

随后，在临江河指挥部会议室召

开了座谈会。罗清泉指出，临江河流

域综合治理前一阶段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问题全面摸排，综合整治全面

启动，工程治理全面铺开，联合体的

各方协调推进更有效。他强调，城区

污水管网建设是一个精细活，各部门

镇街要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倒排工

期，卡住节点，加快工程进度，保质保

量按时完成建设任务，做“良心工

程”；要尽快研究制定水产养殖整治

标准，规划布局规模化标准化的畜禽

屠宰点；相关责任部门要开展城镇污

水处理厂站的专项检查，规范城市排

水系统管理，完善地下排污管网档案

资料，建立三维数字信息系统；干管

线部门要加大配合力度；化粪池维修

要明确责任单位；PPP项目招投标按

程序要加快办理；城区河道拦水堰要

与城市景观相契合；要文明施工、安

全施工，创造良好的施工环境；要持

续加大宣传力度，丰富宣传内容与形

式，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

享的良好氛围。

副区长杨华、宋朝均，区政协副主

席陈其炳陪同调研，并在座谈会上安

排部署了下一步具体工作。

罗清泉调研临江河治理城区污水管网建设工程时要求

通力协作加快进度 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河长巡河来了！临江河沿河都

有人钓鱼了！

“清河一号”行动展开！河湖库

沿岸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再次启动！

水环境考评问责机制建立，水

质连续三个月排名后三，书记约谈；

连续六个月排名后三，问责处理。

……

河长制，让以河为主的河湖库

有了“主人”；让昔日随意排放的污

水得到遏制；让昔日黑臭的水体、垃

圾遍布的河面河岸，变得水清、岸

绿、景美。

三级河长同治水
永川境内除长江外，还有较多

的长江一二三级支流。全区列入河

长制管理的，有河流 268条、水库

136座，流域总面积1575平方公里。

去年初，永川率先自觉启动治水

工程，开启了临江河流域综合治理。

去年4月，根据中央、重庆的部署，全

面推行了河长制，形成了区、部门镇

街、村等三级河长体系。每一级，都有

主要领导牵头，副职领导干部全面进

入；每一条河、每一段河、每一座湖库，

均有三级河长负责。评论者说，这也

是史无前例的。目前，永川全区共有

区级河长30位，镇街河长102 位，村

组河长226位，水库库长136位。各

级河长名单，既在网上公示，又在河湖

库边立牌公示，以接受群众监督、接受

群众反映信息。

河长之下，区、镇街两级均抽调

骨干人员设立了河长办，统筹相关

工作。

建章立制求长效
建立河长制之初，永川就在总

方案之下，按照一河一策制定了综合整治方案，并出台了河道

清漂长效管理制度、河库长效管理巡查工作制度(试行)、河长

制工作考核办法等近十个制度，层层压紧压实责任。

今年以来，根据新情况，又先后印发有关“全面推行河长

制主要任务分解及2018年河长制工作重点”、“河长制有关制

度”汇编、关于加强河库执法监管工作的通知、“清河一号专项

行动”、“河长制督导工作方案”、“水质断面监测工作实施方案

（试行）”等文件，完善制度、健全机制，力促河长制工作更有效

推进。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完善管水治水的考评问责机

制。永川在前期调查河库分级名录、绘制水系图，为每条河建

立档案、为河道划界的基础上，在104个河道面进行水质监测，

核查综合治理效果；启用了河长制信息系统，记录监督河长巡

河情况及河长等发现解决问题情况；建立考核评分通报制度

等，保证责任最终落实到每个河长身上。

各级河长履职忙
实施河长制以来，永川区委书记、区长带头，各级河长加

强巡河工作，及时发现、处置日常问题，定期不定期召集专题

会议解决重大疑难问题。据河长制信息系统记载：自今年4月

该系统启用以来，区级河长巡河25人次、镇级河长巡河507人

次、村级河长巡河1520人次，发现处置问题115件，交办督办

河库污染整治事项57件。

在巡河的基础上，永川还以系列专项整治为抓手，大力推

进河长制工作：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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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大力推进社会福利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 玲）近日，记者从区民政局获悉，我区民

政工作围绕保障基本民生，创新社会治理，提升公共服务，认

真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理念，对特困人员救助应救尽

救，加快福利设施建设步伐，大力推进社会福利工作。

据了解，1至6月，我区新审批特困人员328人、散居孤儿

两人、集中供养1人、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

贴121人、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补贴31人，对特困人员救助实现

应救尽救。同时，启动了4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建设任务，目

前已全部落实场地，正着手进行内部装修，确保年底前全面完

成；开展了全区养老机构大整治大排查，下拨消防改造资金

555.2万元。目前全区27个敬老院中，已有16个完成消防改

造，11个正在改造中。

本报讯（记者 钟 梅）8月 7日，

记者从全市建立行业（区域）民主管

理和集体协商示范点暨非公有制企

业民主管理建制工作专题推进会上

获悉，陈食街道或将在9月中旬召开

陈食街道第一届区域职工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

区首个区域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示

范点建成。

随着民营、个体等非公企业的迅

速发展，劳资关系在区域经济发展和

劳动就业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如何在非公有制企业中提升民

主管理水平，保障职工知情权、参与

权、表达权、监督权，建立协调稳定

的劳资关系，是工会组织亟待解决

的问题。今年，区总工会围绕市总

工会的总体要求和民管部的重点工

作安排，在“积极探索建立行业（区

域）职代会、开展行业（区域）性集体

协商工作培育打造示范点”建设选

择上，着重从党政领导重视、工会主

席得力、基础工作扎实等方面综合

考虑，把示范点定在经济发展较好

的陈食街道。

区总工会负责人称，陈食街道有

企业122家，其中规模以上非公企业

12家，已建工会10个，解决就业2000

余人。前段时间，陈食街道已成立了

以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为组长，商

会、经发办、安监办等负责人为成员的

筹备组。目前，筹备工作正在抓紧进

行，预计9月中旬召开陈食街道第一

届区域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向

职工代表报告区域职代会筹备情况，

审议通过区域工资集体协商协议草

案，完成示范点建设任务。届时，总工

会将组织镇街工会主席进行观摩学

习，以推动面上跟着学、照着干，发挥

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我区首个区域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示范点或将建成

最近，位于凤凰湖产业园

的重庆西源凸轮轴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在自动化生产线上

忙碌着。

近年来，我区大力发展以

高端数控机床为主导的智能制

造装备产业集群，在凤凰湖产

业园打造集高端数控机床整

机、关键零部件、数控系统、公

共检测等功能为一体的全产业

链园区，该产业园现有11家数

控机床整机企业和 10 余家相

关配套企业。1至6月，该产业

园规上工业实现总产值 195.3

亿元，其中智能装备的27家就

实现产值 38.5 亿元，同比增长

40.5%。

记者 陈科儒 摄

我区智能制造装备业发展迅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