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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付芝奎、刘润兰夫妇

之女付万桂遗失重庆市永

川区集媛医院出具的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证明编号：

0500202717，声明作废。

▲郭启友、张春梅夫妇

之女郭庆林遗失重庆市永

川区集媛医院出具的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证明编号：

0500355947，声明作废。

本报讯（ 记者 张 玲）7月

23日，副区长杨华、宋朝均率区

生态环境局、区规划自然资源

局、区林业局、青峰镇、朱沱镇等

相关单位负责人，前往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交办件的群众举报案

件现场，制定解决方案，确保问

题整改落实到位。

当天下午，杨华、宋朝均分

别率队前往南大街街道黄瓜山

村内湖中段重庆高环化有限责

任公司、青峰镇胡豆坪村瓦子坡

村民小组、朱沱镇场镇等地，对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件、场镇

自查自纠中反映涉及的征地拆

迁闲置区域违规倾倒垃圾、破坏

生态环境等问题，开展现场督

办，就整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现

场商讨解决办法，细化责任、制

定可行性的解决方案，确保问题

整改落实到位。在现场督促过

程中，杨华、宋朝均要求，各级各

部门要高度重视中央环保督察

交办问题的整改，按照整改要

求、整改时限和整改措施，做好

整改工作，确保限时销号。要加

强部门联动，严督实察、重拳出

击，始终保持环境保护的高压态

势；要做好环境隐患排查、复垦

复绿等各项环保重点工作，加强

薄弱环节整治，推动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

我区加快办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件

25日，在位于陈食街道的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施工

现场，各项工程建设正有序推进。已完成平场、临设搭建、河道

迁移等工作，开建办公楼及生活区土建结构，全厂桩基施工完

成50%，垃圾坑已完成负8米底板浇筑。

据了解，该项目设计处理规模为1200吨/日，分两期实

施。一期日处理垃圾600吨，采用德国马丁SITY2000 逆推

型机械炉排炉技术，配备一台15MW的汽轮发电机组。项

目投产后，年处理生活垃圾21.9万吨，发电量8147万度。二

期日处理垃圾 600 吨，根据永川垃圾量的增长情况适时建

设。项目总投资6亿元，其中一期投资42845万元。项目一

期工程已列入2019年重庆市级重点建设项目，年度计划投

资5000万元，计划2020年8月竣工。 记者 陈科儒 摄

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有序推进

本报讯（记者 付 丽）7 月 23

日、24日，区委巡察区公安局党委、

区住房城乡建委党委工作动员会

在区公安局会议室召开。区委常

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区委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夏庆英出

席动员会并讲话。

夏庆英指出，要深刻认识新时

代巡察工作的责任使命，切实增强

做好巡察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

觉、行动自觉，充分发挥巡察对决

胜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作用，

对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

促进作用，对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

党、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

利的重要利剑作用，确保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全面

落实落地。

夏庆英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政治责任，查找

政治偏差。紧扣被巡察单位职能职

责，重点了解上一轮区委巡察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的新情况新

问题，聚焦群众痛点难点焦点和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紧紧围绕区委中

心工作，精准发现深层次、普遍性、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提高发现问题

的质量，增强监督实效。

夏庆英要求，巡察组要增强政

治责任，切实加强监督；被巡察单

位要充分信任支持、积极协助配

合，带头查找自身问题，提供客观

真实的情况，共同完成好本轮巡察

任务。

区政府副区长、区公安局党委

书记、局长刘建中主持巡察区公安

局工作动员会议并作表态性发言，

要求区公安局全体干部职工要深

刻认识巡察工作重大意义，全力支

持配合做好巡察工作，抓实干好本

职工作。

区公安局、区住建委班子成

员，全体干部职工、下属单位负责

人、群众代表等参加了会议。

区委巡察区公安局党委、区住建委党委工作动员会召开
夏庆英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杨 雪 通讯员

唐 静）近日，区公路管理所传来

消息称，今年以来，区公路管理

所加大辖区管养公路机械化保

洁力度，切实加强道路扬尘及垃

圾综合整治。

为切实做好交通行业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区公路管理所充分利用现有保洁车

辆及清扫设备，加强管养公路机械

化保洁。每月出动保洁车辆设备

500余台次，保洁里程7000余公

里，清洗波形护栏500余公里，投入

保洁经费20余万元，公路机械化保

洁率达到国道100%、省道50%、县

道30%。目前，“蓝天保卫战”已初

步取得阶段性成效，公路通行环境

更加“畅、安、舒、美”。

根据安排，中央第四生态环
保督察组进驻时间为期一个月

（2019 年 7 月 12 日至 8 月 12
日）。进驻期间设立举报电话：
023-63038191（受理举报电话
时间为每天8:00~20:00），邮政
信箱：重庆市A023号邮政信箱，
主要受理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
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区公路管理所：加强道路扬尘及垃圾综合整治

（上接1版）
采取更有力度、更加精准、更具

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努力在成渝地区

带头开放、带动开放。建好开放通

道。依托成渝铁路、成渝高铁，向西

串联四川沿线市县、至东连接中欧班

列（重庆），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

加快推进永泸高速、大安机场等重点

项目建设，推动成渝铁路扩能改造，

开工建设渝昆高铁、朱沱港口、永津

高速、永璧高速，积极推进轨道交通、

沿江高速、进港铁路支线等项目前期

工作。加速构建“公铁水空轨”综合

交通体系，全力融入成渝城市群出海

出境大通道体系。拓展开放平台。

进一步理顺理清高新区工作机制和

发展思路，推动高新区加快运行；发

挥好永川海关优势和作用，全力争取

设立综合保税区，不断增强区域辐射

和带动服务能力；完善进境木材检验

检疫监管区功能，做大做强木材产业

园。优化开放环境。进一步深化营

商环境整治，用好区级领导联系服务

重点非公企业、民营企业困难问题办

理、营商环境目标考核实施办法3项

制度，探索实施行政服务中心“一窗

受理、集成服务、限时办结”，努力打

造营商环境最优区。

坚持大保护原则，着力探索新路

径。永川地处长江重庆段最上游，长

江母亲河从四川泸州穿永川南端进

入重庆。我们将以更高的政治站位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强化上游意识，

担起上游责任，体现上游水平。强化

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共建生态廊道，

维护流域水生态空间，切实筑牢长江

上游生态屏障。全力推进临江河流

域综合治理。按照“河外截污、河内

清淤、清水补给、生态修复”的思路，

突出抓好工业污染、养殖污染、农贸

市场污染、污水处理厂建设运维、城

区截污及雨污管网建设等11个专项

整治，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打，一

个堡垒接着一个堡垒攻，力争通过三

年努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鱼翔浅底”，达到“治理一条河，改变

一座城”的目标。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全面完成中央环保督察和

市级环保集中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

作，深入实施“蓝天、碧水、宁静、绿

地、田园”环保行动，聚焦打赢污水偷

排直排乱排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努

力让永川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空

气更清新。坚定推进绿色发展。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注重发

挥山水资源、田园风光、风土人情等

综合禀赋，大力发展特色高效农业，

推进农业“接二连三”，努力实现百姓

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

（作者系中共永川区委书记）
(据《重庆日报》）

在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中主动担当作为

本报讯（记者 赵 丰 文/图）7月24

日，记者从永川海事处了解到:近日，受上

游四川、贵州地区强降雨影响，长江永川

段水位陡涨，24日8时，迎来今年入汛后

的最大洪峰过境，朱沱水位达到12米。

重庆海事局发布洪峰过境安全预

警。针对最新水情，永川海事处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通过手机短信、微信、VHF

高频、现场巡航等方式，迅速将洪峰过

境信息通报至各有船单位及船舶，提醒

船方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加强停泊值

班，及时调整系缆系泊设施，防止船舶

打流、走锚。要求各渡运船舶严格遵守

禁限航规定，达到封渡水位，应立即停

航，严禁冒险航行。要求各救助拖轮各

就各位，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救

助，确保洪峰顺利过境，保证沿江人民

群众安全度汛。永川海事提醒广大市

民，洪峰过境期间，不要靠近江边，严防

假期学生和儿童溺水。

图为长江永川段迎来今年最大洪

峰过境情景。

长江永川段迎来今年最大洪峰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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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的基

本情况

永川区南大街

办事处黄瓜山

村殷家庙旁边

一家家具厂

（投诉人不清

楚厂名）专门

晚上生产（偶

尔白天生产）

排放油漆气味

污染周边环

境。（投诉人称

不清楚该厂办

手续没有，遇

到检查该厂就

停产）

行政

区域

永川

区

污染

类型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该公司位于重庆市永川区

南大街街道黄瓜山村寒坡

沟村民小组，成立于2012

年6月6日，主要从事套装

门、衣柜门、橱柜门等家具

生产和销售。该公司家具

（套装门、衣柜门、橱柜门）

生产项目于2017年4月中

旬开始建设，于2017年12

月建成投入生产。该公司

虽然配套建设的中央吸尘

处理设施和光氧催化+活

性炭废气处理设施均正常

运行，但其仍未完成环保竣

工验收，完善相关环保手

续，属于环境违法行为，并

存在违法用地行为。经过

街道工作人员现场询问以

及查看该厂的监控视屏，该

厂没有夜间生产行为。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是成立工作专班，落实整治责任。针对群众举报投诉的情况，立即

责成街道分管领导牵头，区生态环境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组

成工作专班，制定整治工作方案，落实整治责任，限期整治到位。

二是加强法制宣传，增强守法意识。7月15日至7月19日，整治专

班连续5天在黄瓜山村该厂附近及周边居民聚集地进行集中宣传，向辖

区居民及企业业主发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宣传手册》《生态文明知识

手册》120余份，增强了辖区居民及企业业主的文明守法及环境保护意

识。

三是加强联合执法，强化协调配合。7月15日，整治专班对该厂开展

集中整治。对该公司进行了现场调查取证，并立案查处，责令其立即停止

了生产，在未完善相关环保手续前不得投入生产。执法人员跟踪督办重

庆羽铠门业有限公司环境问题的整改进度，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现

场对经营者进行了法制教育，并签订停业整顿承诺书，督促落实主体责

任。7月18日，在重庆电视台和永川区委宣传部人员见证下，整治专班会

同区供电分局工作人员到场对重庆羽铠门业有限公司进行断电处理，该

厂全面停止生产。同时，油漆作业部分的设备已全部拆除。

四是加强日常巡查，确保整治效果。南大街综合执法大队每天安排

人员，加强对该企业的巡查，督促企业业主履行主体责任，确保整改效果。

处理情况：对重庆羽铠门业有限公司进行断电处理，该厂全面停止生

产。

问责

情况

无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三批 2019年7月14日）

2019年7月14日，永川区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生态环境问题 1件（见附表）。现将处理和整改结果向社会公开。

本报讯（记者 钟 梅 通讯员

张莎莎）近日，记者从区司法局

获悉，该局采取有效措施，强化

小安溪河段综合整治，为生态环

境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突出治理重点，提升服务质

效。主动融入污染防治攻坚战

工作大局，着力抓好临江河治理

区域重点，以沿途企业经营人

员、餐饮企业经营人员等为重点

服务对象，开展法律咨询、专题

讲座等法律服务活动；借助“永

川司法”微信公众号，推进“互联

网+法律服务”行动，开设“典型

案例”、“学法课堂”专栏，扩大服

务覆盖面。

整合法律资源，深化普法宣

传。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联

合有关单位，广泛开展临江河治

理主题宣传活动。成立普法讲

师团，深入临江河治理区域企

业、社区和学校，着力开展环境

保护方面的普法宣讲活动。

主动服务基层，及时化解纠

纷。面向小安溪河段流域附近

居民，定期组织开展法治茶话

会、乡村院坝会、以案释法等普

法活动，收集社情民意，建立全

覆盖、全方位、多层次矛盾纠纷

排查机制，及时预防和化解涉

及生态环境污染方面的矛盾纠

纷。

区司法局：助力小安溪河段综合整治

本报讯（记者 付 丽）近日，由

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指导，重庆吉

之汇农贸物流城发起并承办的“三

网服务三农”农贸产销联盟研讨会

在重庆吉之汇农贸物流城召开。

来自北京、广州、长沙、东莞、无锡

等地的全国知名农批市场负责人

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交流和探索创

建新型农商生态关系，努力实现多

方合作共赢发展。

研讨会上，与会人员以“三网

服务三农”和“农批市场转型升级”

等主题，围绕产业数据对接、市场

定位、农业生产现状等进行交流发

言，并共同签署了《“三网服务三

农”战略实施倡议书》。随后，北京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广州江南

农产品批发市场、长沙红星水果批

发市场、重庆吉之汇农贸物流城等

7家全国知名农批市场代表共同签

署了《农贸产销战略联盟行动计

划》。

据悉，“三网服务三农”战略的

实施就是积极构建适应现代市场

经济要求的紧密型一体化完善的

有效的“研、产、加、运、销”全产业

链服务保障体系，建立以合作制为

核心，以现代网络信息和冷链物流

技术为依托，覆盖城市小区互联网

的“天网”，规模经营标准化生产的

“地网”，全程冷链运输的“人网”，

让农民生产出好产品，保证能卖出

去，尽量卖出好价钱。农贸产品战

略联盟行动计划在试运行期间，将

依托联盟成员线上平台资源，充分

发挥地域优势和产品优势，将优势

农产品以线上互联的方式，面向消

费终端进行市场拓展，依托吉之汇

产地云仓资源，按照“吉之汇提供

供应链保障、各联盟成员单位协同

营销”的总体规划，由重庆吉之汇

农贸物流城主要负责农产品产地

收购、分拣发货等，各参与联盟成

员单位负责农产品销售。

7家全国知名农批市场在永签署农贸产销战略联盟行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