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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颜安）财政涉农资
金统筹整合使用改革是中央部署的重要
任务。12月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扶贫
办获悉，今年我市在18个贫困区县全覆
盖试点，形成了“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
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截至10月底，
已整合资金近95亿元，实施1616个扶贫
项目，有力地助推了脱贫攻坚。

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称，政府是扶贫
攻坚的主导力量，必须集中财力“攻城拔
寨”，为解决财政涉农资金零敲碎打、撒

“胡椒面”等问题，对财政涉农资金进行整
合是必然之举。

“为了统筹更多的资金，全市上下进
行了3项改革。”该办资金计划处处长周
松介绍，一是市本级农业专项转移支付由

28项精简为16项，二是在中央明确20项
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新增24项市级专项
资金，三是贫困区县积极整合本级财政资
金，2017 年计划整合区县本级资金达
19.6亿元。

种种举措，让我市的财政涉农资金统
筹整合不断提速，去年全年整合资金91.6
亿元，整合规模最大的巫溪县达到10.5亿
元，而今年计划整合资金109.3亿元，截至
10月底，便整合了近95亿元，超过去年全
年。

“涉农资金增多，既要用好，也要管
好。”周松表示，截至10月底，这些整合的

涉农资金实际支出 64.3 亿元，实施了
1616个扶贫项目，主要集中于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贫困户“一达标
两不愁三保障”等支出。

在此基础上，18个贫困区县聚焦脱贫
攻坚主战场，全部修订区县级脱贫攻坚规
划，确保资金投向最重要的方向、最关键
的环节、最准确的对象。例如，万州区将
资金重点投向建立扶贫长效机制及农业
产业发展、农村公路建设及升级改造、农
村生态环境保护、国家农业公园建设等方
面。曾被称为万州区“最穷”村庄之一的
长岭镇安溪村，依托这些资金，种植翠玉

梨、佛手、晚熟李、核桃、砂糖橘等2450
亩，126户贫困户全部入股，公司每年支
付农户地租19万元，村里贫困户中近70
人在果园里干活，每人每年务工收入
8000余元，2018年挂果后126户贫困户
每年分红收入预计将达40万元。

资金监管方面，我市由财政部驻重庆
专员办牵头，联合审计署驻重庆特派办、
市审计局、市财政局、市扶贫办等单位建
立了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协同监管机
制，重点查处以“打酱油的钱不能打醋”等
为借口不敢整合、不愿整合，以及借统筹
整合之名挤占挪用、胡乱花钱等问题。

整合财政涉农资金近95亿元

重庆今年已实施1616个扶贫项目

12 月 4 日，巫山，长江三峡
巫峡口文峰山上的红叶美景。
目前，三峡红叶正红。从江上望
去，漫山遍野的红叶红透了山
岗。

近年来，巫山县借长江三峡
每年秋冬季节天然生长的红叶
（黄栌树叶），打起生态旅游牌，
连续举办了 11 届长江三峡（巫
山）国际红叶节，不仅使红叶成
为长江三峡冬季旅游的一张名
片，还成为该县拉动生态旅游的
一大品牌。

通讯员 卢先庆 摄

三峡红叶正红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汤艳
娟）重庆日报记者12月5日从渝
中区获悉，洪崖洞景区环境卫生
整治大行动于本月初全面启动，
计划用3个月时间对景区环境不
卫生、商铺经营不规范、游客参观
不文明等方面内容展开集中治理。

“洪崖洞景区是我市‘网红景
区’，景区1.6万平方米的公共区
域，日均人流量为1.5－1.8万人，
环境卫生治理压力较大。”重庆洪
崖洞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奇介绍，此次启动的环境卫生整
治大行动，以杜绝景区环境“脏乱
差”为切入点，从治脏、治乱、治
差、治本入手，全面提升洪崖洞景
区旅游环境。

此次环境卫生整治大行动的
细则较多。以治脏为例，针对洪
崖洞观景平台、内部公共场所、平

层出口等区域的卫生保洁工作，
景区要求保洁员每三天开展一次

“地毯式”清理，重点解决游客乱
扔垃圾、乱丢乱吐等造成的不卫
生问题。同时，景区还要求加大
卫生保洁力度，从早上8时至凌
晨 3时分三个班次，每班 18人
次，对洪崖洞景区及周边环境卫
生进行保洁并巡查，整改下水管
清渣、餐饮垃圾清运等8个方面
的突出问题。

针对景区内的100多家餐饮
店、小吃商铺经营者，此次环境卫
生整治大行动也要求其签订环境
卫生责任书：凡是不符合规范经
营要求、环境卫生不达标的，将取
消其在景区内的经营资格。此
前，因排放油污过多、垃圾处理不
及时等原因，一家经营“串串“的
小吃店被清除出景区。

洪崖洞景区
启动环境卫生整治大行动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
莎）重庆日报记者12月5日从九
龙坡区了解到，由九龙坡区商务
局与中国澳大利亚商会共同主
办的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
区“九龙坡‘直购澳洲’海淘节”
将于本周五至本周日在杨家坪
步行街举行。市民不出国门即
可体验和购买来自澳洲物美、质
优、价廉的商品。

本次海淘节将以“直购澳
洲”为主题，汇集了众多澳洲“爆
款”商品，特色展台也将根据澳
大利亚的地貌特色、气候特点进
行布置，悉尼歌剧院、黄金海岸
等澳大利亚地标模型将趣味呈

现，让市民在澳大利亚的环境氛
围中选购啤酒、奶粉、保健品、蜂
蜜、红酒、橄榄油等澳洲商品。另
外，海淘节期间还将举办“45周
年、45故事”西南展，展览将通过
画作、照片、图文介绍等方式，将
中澳建交45周年以来发生的大
事一一介绍，进一步促进双方文
化的交流。

据了解，本次“直购澳洲”海
淘节活动期间，还将有多种商家
促销活动，推广澳洲产品。其中，
每天2次的“1元起拍”，市民可到
现场参与竞拍“捡 活”。市民还
可现场扫描二维码订购澳洲特色
商品，享受送货上门的服务。

“直购澳洲”海淘节周五启幕

市民可到杨家坪步行街
捡澳洲“ 活”

本报讯 （记者 李珩）入土为
安，是很多人对死亡的理解。来自四
川达州的陈燕（化名）却做了一个伟
大的决定：捐献 13 岁女儿霖霖（化
名）的肝脏和肾脏，让她成为一名器
官捐献志愿者。12 月 5 日是国际志
愿者日，据市红十字会统计，重庆自
2012 年开展器官捐献工作以来，今
年首次年内突破100例，霖霖是2017
年我市第 100 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
献者。

霖霖患的是脑炎。为了治病，陈燕
和丈夫将女儿送到重医附属儿童医院，
希望能有奇迹发生。但由于病情太严
重，霖霖的情况并不太好。

“你们有没有想过捐献孩子的器

官？”见此情况，医护人员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询问了霖霖的家属。父亲没吱声，
陈燕先崩溃了，“我孩子没死，不会死，
你为什么说她要死？”

面对悲痛的父母，医院器官捐献协
调志愿者唐艳给他们解释了很多关于
器官捐献的疑问。“这是孩子生命延续
的另一种方式，也是她的生命礼物，将
会帮助其他有需要的孩子。”这句话深

深地触动了他们。
11月28日13点09分，霖霖父亲在

器官捐献同意书上郑重地签了字。当
天，医生就开始进行了器官移植手术。
截至目前，霖霖的器官已经给3个家庭
带去了希望。

据市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介绍，重
庆自2012年开展器官捐献工作以来，
截至目前，已实现公民自愿捐献登记

2311人，成功实施器官捐献251例，其
中，2016年达81例，超过前四年的总
和；而2017年截至目前已突破100例，
再创历史新高。

“这两年来，不少人的观念还是有
所改变。”该负责人说，随着时代的进
步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遗体器官
捐献工作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
接受。

13岁女孩去世捐献器官

重庆器官捐献首次年内突破100例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
重庆日报记者12月5日从市公
安局交巡警总队获悉，为进一步
及时发现和处罚影响交通安全和
畅通的违法行为，提升交通管理
水平，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在前期
图片举报的基础上，即日起又新
增视频举报功能。市民如果发现
身边的交通违法行为，可及时拍
下上传给交巡警——当然，一定
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据公安交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2017年3月交通违法举报
功能上线试运行以来，公安交管
部门收到市民举报的交通违法行
为3万余件。此次将视频纳入举
报范围，能够更加清晰和准确辨
别交通违法行为的种类和发生时
间、地点，便于交巡警及时发现交
通违法线索，加大道路管控力度，
保障交通安全和城市畅通。

据介绍，在主城区城市道路
（包括城市快速道路）范围内，市
民发现有“僵尸车”，或者发现车
辆违法占用公交车站（港）、公交
车优先道；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不
按导向车道行驶；货车不按规定

车道行驶；违规加塞、抢行、转弯、
直行、掉头、变道、超车；逆向行
驶；驶入禁行区域；越（压）黄色或
白色实线行驶；越（压）导流线行
驶；客车超员；客车凌晨2时至5
时运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可以通
过录制视频向交巡警举报。

举报时，可以通过重庆交巡
警微信公众号和重庆公安交通管
理信息网上传举报视频。市民在
录制时要注意能清晰反映机动车
后部或前部的全貌特征、交通违
法行为特征、号牌号码、违法车辆
所在地理位置环境等，单个视频
容量不高于50M，能显示视频拍
摄时的正确时间。

交巡警提醒，举报人不得在
驾驶车辆过程中使用手持设备拍
摄视频以及实施其他影响安全驾
驶的行为，支持上传行车记录仪
等车载视频摄录设备所拍摄的视
频。拍摄到的违法行为视频，请
在48小时内完成举报，举报时应
填写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并在
必要时协助公安机关开展调查核
实工作，公安机关将依法保护举
报人个人隐私信息。

身边有交通违法行为

市民可拍成视频
向交巡警举报

本报讯 （记者 蔡正奋）
12月1日上午，垫江县砚台镇高
新社区“儿童之家”，十几名小朋
友正在修葺一新的教室里，专注
地学习着花椒小手工制作工艺，
这是垫江县“儿童之家”实施“一
园一品”的一个缩影。

据该县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今年初开始，全县已投入120多
万元，对26个“儿童之家”进行
升级改造，目前已有10个“儿童
之家”改造完毕，惠及农村儿童
5000多名，到明年底全部完工
后，将有 6 万名小朋友从中受
益。

此次升级改造分为硬件和软
件两个部分。硬件主要对教学设
施设备、安全措施、厨房、厕所、休
息娱乐设施加大了改造。软件主
要以手工制作、文艺表演、美术绘
画、音乐演奏为特色，实施“一园

一品”工程，主要培养孩子们的动
手能力和表现能力，特别是农村
留守孩子因父母远离容易形成自
闭、自卑的心理，多开展这些活
动，对于培养孩子健全的心智，大
有裨益。

垫江县妇联副主席贺进于介
绍，长期以来，如何丰富农村儿童
课余生活、打造快乐童年是一大
难题，一方面要让孩子有兴趣学、
想学；另一方面是如何利用现有
资源，降低成本、减少浪费，同时
也让孩子在学习中养成健康快乐
的心智。

下一步，垫江县将在现有的
基础上，继续深入推进“一园一
品”工程的实施，对剩余的16个

“儿童之家”加快升级改造，加强
“一园一品”师资队伍的培训和提
升，为更多农村孩子健康成长创
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垫江县升级改造“儿童之家”
实施“一园一品”

全部完工后将惠及6万名小朋友

在重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分
性别、年龄、职业、地域，穿梭在大街小
巷，开展扶贫帮困、社区服务、敬老助
残、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成为了这座
城市里最温暖的力量。12月5日是国
际志愿者日，全市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
典型集中展示活动在当天拉开帷幕，优
秀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代表汇聚一
堂，展示他们志愿服务的风采。

2014年，重庆实名注册志愿者80
万，3年的时间里，这个数字已攀升至
515万，志愿者占常住人口比例位居全
国第一，也就是说，每6个重庆人中就
有1名志愿者。目前，我市共有6500
个志愿服务站、3.4万个志愿服务组织、
5.7万余个志愿服务项目，360人被评为

“最美志愿者”，63个志愿服务项目在全
国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上获奖。

91岁高龄五星级志愿者
做慈善的心没有尽头

在12月5日的活动现场，6名五星
级志愿者代表上台接受了大家的掌声
和致敬。五星级志愿者，即志愿服务记
录累计时间达1500小时的志愿者。91
岁的左继豪老人是6名五星级志愿者
代表中最年长的一位，在小志愿者的搀
扶下，他缓缓走上了讲台。

“我们这一代是吃过苦的人，虽然
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富裕了，但艰苦朴
素的精神不能丢，我们要做善事、做好
事，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谈到自己
做慈善的原因，左继豪坦言：“对我来
说，生命有尽头，但做慈善的心是没有
尽头的，在这条路上，我将‘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1981年，左继豪组织成立了重庆
市学雷锋分队（后更名为重庆市夕阳红
志愿服务大队），一心致力于帮扶困难
群体。经过30多年的岁月更迭，重庆
市夕阳红志愿服务大队已发展分队60
余个，志愿者队员也从最初的20余人
发展到现在的3000多人，帮扶的对象
包括孤寡老人、残病儿童、失足青少年
等。

由于年龄的原因，两年前左继豪辞
去了重庆市夕阳红志愿服务大队大队
长一职，但仍作为普通志愿者投入到各
项慈善活动当中。去年7月，左继豪老
人在病痛中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并与红
十字会签订了器官捐赠协议。然而，生

活中的他并不富裕，至今还租住在渝北
区黄金堡小区的一个门面房里。

左继豪自幼热爱书法绘画艺术，退
休后坚持从事书画工作，积极参与义
卖、募捐活动。当重庆日报记者问到老
人是否记得这些年帮助过多少人，筹集
过多少款项时，他说其实自己早已记不
得了，但他肯定地表示，只要自己还能
写、能画、能走，就一定会把慈善事业进
行到底。

最美志愿者
累计志愿服务5万小时以上

杨昌龄是江津大同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创始人，今年51岁的她在大学毕
业后走上工作岗位时，就已开始了自己
的志愿服务生涯。今年，她被评为“最
美志愿者”。

从1990年大学毕业后到2012年，
杨昌龄一直从事着教师职业，在贫困地
区的村小，她为贫困儿童垫付学费、免
费辅导课业；在高职学校，她为困难学
生提供心理疏导、物质帮扶。

2012年4月，杨昌龄担任江津区几
江街道四牌坊社区民政专干，随后又到
通泰门社区担任计生专干，并成立了昌
龄老年工作室和蒲公英儿童成长课
堂。2013年6月，杨昌龄考取了中级社
工师资格证，并在同年11月正式注册
成为一名志愿者，随后成立了江津区大
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组建了3000人
以上的志愿者队伍2支。

杨昌龄介绍，中心先后承接了国家
民政部与李嘉诚基金会合作的大爱之
行项目，重庆市民政局的关爱失独老人
社会工作服务、关爱农村贫困留守儿童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巫溪三区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支持计划等共计30个项目。
她和志愿者们运用专业知识为儿童、老
人、残疾人、企业职工等开展志愿服务
8000多场，而她本人在20多年的志愿
服务中已累计服务5万小时以上，累计
服务人数达到2万人次，受到社区居
民、服务对象、社区干部的高度认可。

对于此次荣获“最美志愿者”，杨昌
龄笑着说，家人和团队成员都替她感到
开心和自豪，但这只是一个开头，未来
她将带着中心里25名专职社工和3000
名志愿者一起，立足社区、进入家庭，用
专业知识做好志愿服务，尤其要为老人
和儿童带去关怀。

每6个重庆人中就有1名志愿者

他们是城市中最温暖的力量
本报记者 杨铌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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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观音桥步行街，“德耀巴渝 志愿重庆”——全市学雷锋志愿服务先
进典型集中展示活动现场，志愿者正在帮市民检查身体。记者 谢智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