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3 日，由永川区食药安办和永川区市

场监管局共同主办的2020年食品安全事故应

急处置桌面推演在市场监管局会议室举行。

区食药安办、区市场监管局、区应急局和23个

镇街市场监管所等相关负责人观摩了演练。

桌面推演现场，市场监管局值班组、事故调

查一组、事故调查二组、综合协调组等30多名

参演人员开展了事故情形模拟、对事故情形模

拟的判断及应急解决办法的回答、专家点评等

演练。此次演练旨在建立健全指挥灵敏、反应

迅速、运行高效的应急处置体系，最大程度地

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时，这次演

练是我区在今年开年之际、全区“两会”和春节

之前开展的第一次大型活动，是实战检验我区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的难得机遇，

更是我区创建国家卫生区的一项重要举措。

图为参演人员认真观看事故情形模拟。

记者 陈仕川 摄

永川举行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桌面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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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红炉镇区、镇人大代表举办活

动12次，内容涉及民生调研、公路建设视察、人

大代表接访；红炉镇人大现场督办走访辖区8

个村（社区），当场办理15件意见建议，协商办

理完成意见建议8件，因各种原因不能办理意

见建议3件，全部向代表解释原因并得到代表

的理解和支持。

在红炉镇8名区人大代表和60名镇人大代

表看来，红炉镇人大工作成绩斐然得益于2019

年红炉镇人大提出的两项创新制度——“人大

代表履职承诺制度”和“人代会意见建议现场督

办制度”。

履职承诺做到年初承诺、年末评价、结果公

开；现场督办制度做到两个月内回头看，三个月

内回复办结。一年来，得到区人大常委会领导

认可的红炉镇人大两项创新制度激发了代表履

职热情，让代表履职更用心，更好地促进了辖区

经济社会发展。

代表履职承诺制度，让代表履职更到位
2019年6月，红炉镇人大办结合《代表法》，

根据人大代表履职要求和自身实际，积极探索

推行代表履职承诺制度，编写了《红炉镇人大代

表履职承诺书》，其目的就是更好地促进人大代

表依法履职。

“作为红炉镇的一名人大代表，本着对选民

负责的态度，本人郑重作如下承诺，并愿意接受

组织、干部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监督……”2019

年7月9日，在红炉镇年中召开的七届七次人代

会上，红炉镇选区区人大代表及全体镇人大代

表共计68名人大代表向选民作出庄严承诺。

随后，人大代表以代表小组为单位签订了承诺

书68份，郑重承诺涉及人大代表学习、纪律、作

风、履职等六项内容。

“加强学习，摆正三观”“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率先垂范，严于律已”“深入选民，无私奉

献”“认真履职，务实参与”……红炉镇人大主席

黄贤波说，红炉镇人大代表履职承诺字字珠玑、

言之凿凿。签订承诺书及口头宣誓突出了代表

工作的仪式感和强化代表的责任感，将代表的

职责和义务以及自身行为标准进行了规范。

“晒诺”“践诺”“评诺”。黄贤波说，为了便

于接受群众监督，念好代表履职“紧箍咒”，镇人

大还充分利用“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点”“代表

联络站”履职平台，将人大代表的履职承诺、履

职活动等信息进行公示，让代表的承诺晒在“阳

光”下，有效避免“纸上谈承诺”发生。会后至年

终，各代表小组对镇人大代表活动进行记录，代

表履职情况将按照承诺书内容在2020年初的

七届八次人代会进行测评打分。

强化意见建议督办，确保办理效率质量
代表建议是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反映了

人民群众的真实呼声。2019年，红炉镇人大把

办好代表建议作为问政于民、问策于民、问计于

民的重要途径和集中民智、保障民生、促进发展

的大事来抓，建立了人大代表意见建议办理走

访督办制度，对七届六次人代会的25件意见建

议进行分村、社区逐个走访督办，每次督办联系

镇承办科室工作人员随行，对提建议的人大代

表现场解答商议并当场确定办理时间，增强了

辖区群众幸福感。

“由于红炉水管供水管网年久失修，维护较

少，从而造成主水管长期损坏停水，影响了村民

生产生活，进而影响民生、民调工作，建议水厂

加大维护，减少停水次数。”针对红石村邹代明

代表在七届六次人代会期间提出的第13号建

议，红炉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当场联系红

炉水厂负责人进行解释并承诺供水管网维护时

间。

对邹代明代表提出的建议进行督办，只是

红炉镇人大强化意见建议督办，确保办理效率

质量，提升群众幸福感的一个缩影。

2019年，红炉镇推行人大创新制度这一举

措极大提高了意见建议的办理效率和质量，得

到了代表和选民的支持。为较好地实施这项新

制度，红炉镇人大办工作人员提前制定好计划，

按照代表所在村（社区）联系建议承办科室，提

前邀请代表参会，认真做好办理结果记录，让意

见建议在协商中更快得到解决。

据统计，2019年，红炉镇现场督办共计走

访8个辖区村和社区，当场办理15意见建议，协

商办理完成时间意见建议8件，因各种原因不

能办理意见建议3件，全部向代表解释原因并

得到了代表的理解和支持。

黄贤波说，2020年，红炉镇人大将坚持推

行创新制度，用创新制度激发代表履职热情，高

效落实代表意见建议，让群众在一件件建议的

“落地”中感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和社会公平正

义，让群众的幸福感进一步提升。

激发代表履职活力 让代表履职更到位
——红炉镇人大创新开展人大代表工作小记

本报记者 钟 梅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钟

梅）土货搭上电商，消费促进扶

贫。2019年12月31日，由区商务

委员会、区电商协会主办，以“精选

土货，不容错过，精准扶贫，电商助

力”为主题的永川区第一届电商节

暨农产品进社区巡展活动在华茂

国际中心广场举行。即日起至

2020年1月5日，永川秀芽、豆豉、

皮蛋、老鸭汤、梨膏等永川名优产

品和农村土货等你来选购。

当天上午，在首届电商节开幕

式上，市民欣赏了精彩纷呈的文化

表演和美仑美奂的舞蹈演出。镇

街与协会签约，贫困户与助贫公司

签约。便利的消费方式，给市民带

来全新的电商体验。

据悉，永川区已有网络店铺1.1

万余家，从业人员1.2万人。有电

商产业园和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中

心，34家阿里巴巴村淘在内的农村

电商站（点）281个，快递企业及分

支机构117家，全年实现电商交易

额140亿以上，其中实现网络零售

额24亿元。在推进乡村振兴、电商

扶贫中，永川区5个市级贫困村和

何埂、双石等优势农产品镇村通过

签订电商帮扶协议，以互联网+农

产品方式推动产品上行。随着移

动互联网的普及和5G技术推广应

用的发展，永川区正大力发展电子

商务培育经济新动能，到2020年，

全区农特产品预计实现电子商务

交易额5亿元。

永川区第一届电商节暨农产品进社区活动举行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钟

梅）1月3日，永川旅游协会旅行社

分会成立。旅行社分会的成立，标

志着辖区旅行社有了自己的行业

组织，为旅行社行业抱团发展构建

健康、规范、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

促进旅行社在规范竞争中不断壮

大，成为我区旅游发展的中坚力

量。

据悉，近几年来，随着全域旅游

的发展，我区旅行社及门市网点数

量不断增加。据统计，经工商备案

的旅行社有7家，门市网点50家，未

备案的有18家，旅行社分社两家，

共计77家。由于旅行社之间出现

恶性价格竞争，导致旅游服务质量

大大降低。为更好地引导旅游行业

自律，规范市场操作，维护行业合法

权益，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旅游产品，

为全区旅游业发展服务，区旅游协

会旅行社分会应运而生。

区旅游协会旅行社分会相关

负责人说，下一步，旅行社分会将

制定行规行约，设立旅游市场监督

管理机制；整合资源，合作共赢。

以分会名义找旅游供应商拿旅游

产品，制订特色线路，让会员享受

到优惠价格；联合收客，提高经济

效益。在会员中成立长线联盟，共

推品质游。

永川旅游协会旅行社分会成立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钟梅）

1月3日上午，永川区2020年“侨爱

心 光明行”公益活动在红炉镇举行，

该项活动旨在为辖区家庭困难的白内

障、翼状胬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启动仪式后，爱尔眼科医疗服

务队到红炉镇各个村、社区开展白

内障、翼状胬肉等眼病的筛查，传播

眼健康眼保健知识，切实缓解贫困

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提高贫

困群众生活自理及劳动能力，助推

脱贫攻坚。

“侨爱心光明行”公益活动走进红炉镇

遗失启事
▲重庆市永川区文庆家具经营部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永川支

行人民大道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6469901，账号：

1804040120440001495，机构信用代码：G1350011803646990T，声

明作废。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凌泽英）全面开启利益链接机制，结

对帮扶贫困户。近日，五间镇贫困户有土地流转金、务工收入、保

底分红等“三驾马车”同时助力脱贫攻坚。

为了增强脱贫攻坚成效，也让脱贫攻坚步伐迈得更为坚实，

五间镇一是加强招商引资，引进业主流转土地，现已有业主30余

个流转土地面积12000亩，农民每年坐收流转金数百万元；二是

农民就近打工增收，特别鼓励企业多用家庭贫困人员，如重庆蕊

福农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有贫困户孙天英等常年在企业打工，

智臻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吸纳贫困户盘其凤、残疾人刘泽全等打

工，月收入2000余元；三是政府将25万元扶贫资金以贫困户名义

入股企业，建立利益链接机制，每年保底分红，只要企业正常生产

经营，分红就源源不断，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二次分红的机制。像

这样的事例还不少，该镇合兴村桃花岛村民土地入股，每年业主

也会拿出一定比例的收入给农民分红，近年来每年分到农民（含

贫困户）手中红利约10万元。此举不仅让农民支持业主发展壮

大，还助推辖区产业发展。至今，该镇179户建卡贫困户均与农

业企业签订了利益链接协议。

五间镇：

“三驾马车”同向助力脱贫攻坚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通讯员 吴平侠 舒绍华）去年以来，陈食街道

为保证“四类人员”D级危房新修、改造入住后电灯能亮、电视能放、插

座能用、用水能抽上，每户大门前还要有一盏标配照明路灯，由该街道

出资3.6万余元，积极协调临江供电营业所，完善辖区贫困群众电力配

套设施，保障他们的用电安全。

广泛宣传、深入发动。各驻村干部深入“四类人员”家中，广泛宣

传用电安全知识及政府扶持政策，对D级危房新修、改造户新表安装

及电力附属设施改造，街道补助200元/户。

摸清底数、倒排工期。街道全面开展D级危房通电情况核查工

作，切实摸清“四类人群”建新表、移旧表、立电杆底数，周密计划，倒排

工期，有序推进户表改造，持续对有安全隐患的线路进行改造和整治。

保质保量、严密施工。为按时完成电力配套设施改造工作，专人

督促供电所接续施工，按时竣工投用。截至目前，陈食街道共完成D

级危房通电安装总户数181户，其中新装电表99户、移表82户，改接

表后线2100米，新立电杆101根，架设低压线路6200米，装设拉线

126套，漏电保护器已全部装好，为辖区贫困群众“点亮”了脱贫致富

奔小康的希望之灯。

陈食街道：

为贫困群众“点亮”希望之灯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钟

梅）1月4日，永川区工商联（总商

会）第十二届五次执委会召开。会

议总结2019年工作，分析当前形

势，部署重点任务。区委副书记潘

文峰，市工商联党组成员、二级巡

视员谢华民，区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宋文出席会议，区政协副主席、

工商联主席（总商会会长）罗朝友

作工作报告。

潘文峰对过去一年区工商联

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潘文

峰希望区工商联充分发挥党和政

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的桥梁纽带

作用，当好民营企业的“代言人”，

当好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的“推动

者”，真心实意地为企业家多办事、

办好事，合法解决企业发展遇到的

问题，帮助企业家排忧解难，积极

引导会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助力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助推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积极投身公益慈善和

光彩事业；民营经济人士要自觉把

守法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不越

规矩、不踩红线、不破底线，做爱国

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

会的典范，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

凝聚正能量。

当天上午，罗朝友作题为《牢

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推动

民营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新

作为》工作报告。会议听取并审议

2019年度会费收支情况报告，审议

并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表彰

2019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据悉，2019年，区工商联（总商

会）紧紧围绕全区改革发展大局，

有效推动全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健康成长和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

展，为打造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做出

了积极贡献。截至2019年底，全区

新增非公有制经济市场主体15531

户，总量达82846户。初步预计全

区非公有制经济总量达665亿元，

完成税收51.7亿元，解决就业32.8

万人。

永川区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二届五次执委会召开
潘文峰谢华民宋文等出席会议

1 月 3 日，永川区板桥镇机关干

部和通明村干部走进凉风垭村、通明

村等特殊群众家里，了解他们目前

的生活情况。去年 11 月，通明村学

堂湾院子周义东等 6 名特殊群众搬

进四合院的新房，每人住进 50 多平

方米房里，该院子基础设施完善，他

们住在里面出入方面、生活无忧，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图为机关干部为周义东等特殊

群众拍照片。 记者 陈仕川 摄

贫困群众搬进新居过上好日子

奏响中国梦 放歌中国美

1 月 4 日，由永川区管弦乐团和职工合唱团主办的“永川区管乐学会

2020年新年联谊会”举行。数十名管弦乐团和职工合唱团的中老年演出人

员为观众呈献了管乐合奏、小合唱、舞蹈等节目奏响中国梦，放歌中国美、

家乡美，赞颂新时代，喜迎新春佳节的到来。

图为男女声二重唱《中国我爱你》。 记者 陈仕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