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周尤）“叔叔孃孃，
新年好啊！”2月22日，重庆市纪委监委
信访室工作人员李进，早早就来到了信
访接待室，把来访群众迎进门，倒上热
水，开始一天的接访工作。

“我来反映情况，最近不是新成立了
一个监委吗？”年过6旬的老人戴上老花
眼镜，认真打量接待她的小伙子。“我就
是市监委的，监委跟纪委合署办公，两块
牌子一套班子。”怕老人听不懂，李进又
用大白话解释了一遍：“我们是一家的，
你没找错。”

向来访群众解释纪委监委的区别，
是市监委成立以后，信访室接访人员的
一项“新工作”。“不少来访群众以为监委
是独立组建的机构，点名要找监委，说明
在群众心里认可度很高。”李进说。

一杯热茶，一句问候，琐碎的接访工

作，从暖心的细节开始。早上短短两个
小时，李进与同事们接待了6批上访群
众，接收了一件涉及村干部克扣土地复
垦费用的问题线索。

热情接访，更要推动问题解决。节
前，市纪委监委与市信访办建立问题线
索筛选移送机制，从群众重复信访中，发
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经过近一
个月的运行，该项机制已经发挥作用。

就在李进接访的同时，市纪委监委
信访室早已进入忙碌状态。室主任夏
秋权召集相关同志正在研究筛选新的
问题线索。而节前筛选的8件涉及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线索，已经交
到工作人员王军手上，“我正在给第五、
第六、第七纪检监察室发交办函，由他
们对接所联系的区县进行督办或交
办。”而在过去，信访室发现的问题线

索，涉及区县或部门都是直接交给区县
或部门办理。这样的变化，与监委组建
息息相关。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
点工作启动伊始，我市就将制度建设贯
穿始终，先后制定了16项制度，规范工
作流程，建立执纪监督、审查调查、案件
管理和案件审理互相协调、互相制约的
工作机制。

“工作流程变了，查办力度更大了。”
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工作人员杨
舒也感受到了这种改变：“过去，我们发
现的‘四风’问题线索，直接交办给区县，
由他们给我们反馈结果。”杨舒说，现在，
问题线索交办给对应的纪检监察室，再
由其对相关区县进行指导，“加强了过程
控制，提高了查办的力度。”

变化不止这一点。春节前，市党风
政风监督大数据平台正式开通运行，目

前，已发现疑似违规使用公车问题线索
20条、购买商业预付卡问题线索114
条。“通过大数据平台，一键就交办了。”
杨舒滑动鼠标，很快将问题线索交办给
相关纪检监察室。“大数据平台确实给
我们执纪监督插上了科技的翅膀。”杨
舒说，“原来我们查公车私用，要到高速
路口随机抽查。现在大数据平台集纳
了公安的卡口信息，覆盖面更广，效率
更高。”

除了大数据平台监督不停步，电话
举报也24小时开启。其中，市纪委监
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共收到涉大操大办
类群众举报6件，正由相关纪检监察室
跟进核查。“总体来说，全市党员干部纪
律规矩意识极大增强，春节期间，有3
名市管干部报备了办丧事宜。”该室主任
杨新说。

市纪委监委

交办问题线索 纠正“四风”不止步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春节
长假结束，医院门诊却迎来病人“井
喷”。2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我市
各大医院了解到，节后第一天，门诊人
数约增加了三成左右，特别是心血管、
呼吸道、消化道等疾病患者，比平时多
了一倍。

上午9点多，在陆军军医大学西南
医院门诊大厅，挂号收费窗口、取药窗
口、咨询台、休息座椅上，全是候诊等待
的人群。

“ 今 天 门 诊 量 一 下 就 猛 增 到
13315 人。”西南医院门诊部有关负
责人说，比平时多了三成左右。

不仅是西南医院，记者从新桥医院、
大坪医院、重医附一院等医院了解到，节
后门诊也都打起了“拥堂”。以新桥医院
为例，22日就接诊9000余人次，住院床
位全部爆满，连加床都很困难。

前来门诊就诊的病人中，最多的是
心血管疾病患者，其次是呼吸道和消化
道疾病患者。

节后医院门诊打“拥堂”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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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2月 22日
一早，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九怡社区居
委会办公室很热闹：新工一村271栋的
10户居民坐在会议室里，共同商讨如何
解决下水道堵塞问题。

这事得从两天前说起。2月20日
上午，当天值班的九怡社区主任汪晓璐
接到居民吴勇电话，反映家中下水道堵
塞，污水溢出。

汪晓璐放下电话立即赶往吴勇家中
查看，发现是下水道中间段堵塞，没有专
业设备根本够不着。他立马联系专业疏
通公司，工作人员查看后表示，这栋30
多年的老房子基础设施老旧，长期无人
管理，加之冬季气温低，油污全部冻结在
下水道主管道内，形成严重堵塞。这涉
及到10户居民，若要彻底解决，需要人

力和时间。由于正值春节放假期间，公
司人手不足，所以暂时只能先疏通6号
居民家中的下水道。

吴勇家中问题解决后，汪晓璐又找
到新工一村271栋楼栋长王秀珍，请她
召集这10户居民，节后上班第一天到社
区座谈协商，制定疏通方案，彻底整治下
水道。

昨日，汪晓璐与社区城管员周垭娜
将问题摆给大家听，请10户居民挨个发
表意见。大家都赞成彻底整治，但有人
担心费用问题，汪晓璐又现场与专业疏
通公司沟通，将价格定在1000元左右。

最后，协商会敲定：由社区先垫资疏
通，现场施工由社区、业主共同监督。疏
通完成、业主验收后，再平摊疏通费用。

家住新工一村271-4的居民陈佳
旺对这个方案很满意，他说：“开年上
班第一天，社区就问计于民，还主动垫
钱，这下再也不担心下水道堵塞弄脏
家里了。”

为居民解决烦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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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后 上 班 第 一 天

本报讯 （记者 任雪萍）2月2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文化委获悉，今
年春节七天长假期间，我市文艺演出
市场火爆，演出内容丰富，观看人数众
多，川剧、京剧、话剧等多种形式轮番
上演，精品力作、名家名剧，陪伴山城
市民过了一个欢乐的文化年。

传统戏曲受欢迎

春节期间，市川剧院、市歌剧院、
市话剧院、市杂技团、市曲艺团等市级
专业文艺院团，纷纷走进渝中区日月
光广场、江北区观音桥广场、沙坪坝区
三峡广场、南岸区龙门浩街道、巴南区

鱼洞人民广场等主城九区，开展“渝州
大舞台”城乡文化互动工程进基层演
出11场，陪市民过了一个祥和、欢乐
的年。

各市级院团还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剧场演出。其中，原汁原味的传
统戏曲和寓教于乐的儿童剧深受市
民欢迎。市京剧院在洪崖洞巴渝剧
院上演经典折子戏《虹桥赠珠》《赤
桑镇》《捧印》《坐宫》，吸引了众多戏
迷。据市川剧院副院长彭欣綦介
绍，大年初一、二连续两天，市川剧
院在金汤街小剧场上演的折子戏专
场更是座无虚席。市话剧院在重庆
大剧院上演的儿童剧《白雪公主》，

售票也达到九成左右。
据市文化委统计的数据显示，

2018年春节期间，市级专业文艺院团
共演出22场，为近10万人奉上了一
道丰盛的文化大餐。

文旅融合产品多

今年春节，各区县结合自身特色，
推进文化、旅游业相融合，提供多种

“文化+”产品，将文艺演出与特色游
园、庙会、灯会等多种形式相融合，不
仅让当地群众受益，也满足了游客的
假日文化需求。如万盛经开区的老街
庙会、奉节的诗词灯会等都引入大量
的文艺演出，吸引游客观看。

据统计，春节期间，各区县共开展
各类大型文化活动468场，吸引了共
计725余万人参与。

市文化委艺术处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春节，我市文艺演出市场的
火爆反映出，随着消费升级加速，老
百姓对于春节消费需求呈现多
样化的趋势。

演出市场火

川剧京剧话剧轮番上阵
文旅融合受游客好评

新华社平昌2月22日电 （记
者 刘阳 王镜宇 王君宝）中国
选手武大靖22日在短道速滑男子
500米决赛中一骑绝尘，以 39秒
584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并且为中
国代表团夺得平昌冬奥会首枚金
牌。

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冬奥会男

子项目中夺得金牌。
共有四名选手进入决赛，世界

排名第一的武大靖完全没有给剩下
3位对手近身的机会，一直领滑到
终点。

韩国选手黄大恒以39秒 854
夺得银牌，他的同胞林孝俊以39秒
919摘取铜牌。

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决赛

武大靖为中国夺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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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希望她没事！”2月22日，在市急
救中心重症ICU外，南川人小吴拄
着双拐，正等着探视仍在昏迷中的
妻子吴萍（化名）。让小吴感动的
是，为了抢救妻子的性命，人们在春
节返程高峰上演了一场救援接力。
目前，吴萍生命体征趋于平稳。

事情发生在大年初六凌晨4点
半，在包茂高速出城方向黔江段，小
吴在一阵剧烈的晃动中醒来，左腿
上的疼痛让他脑子嗡嗡作响，这时，
他才意识到是出车祸了，同行有人
惊呼，“你老婆被甩出去了！”

小吴转过头，看见身旁的车窗
玻璃已经破碎，呼啸的寒风灌进来，
妻子满脸是血躺在地上。随后，他
们被送到黔江区中心医院。

同样是在这天早上，吴萍的检
查结果被发至市急救中心。“病情太
严重了。”该院创伤外科主任医师李
昌华判断，吴萍腹部肝周出血、左侧
肋骨多发性骨折，加上还有严重的
脑损伤。

为保证病人的救治，李昌华和
神经外科的专家决定去黔江会诊。
早上10点15分，120救护车带着专
家们赶往黔江。

就在李昌华赶往黔江的时候，
市急救中心和重庆高速执法三支队
也在寻求更快的转院措施，因为这
时的包茂高速已进入返程高峰，多
条路段出现拥堵。高速执法三支队
的高速执法人员协助家属申请了航
空救援。但因为黔江上空雨雾浓
重，恶劣的天气情况，使航空救援的
想法最终未能实施。

下午1点半左右，专家们赶到
了黔江中心医院，经会诊，最终确定
吴萍需要转院。从高速公路返回主
城，成了最快的转院方案，但返程高
峰的巨大车流成了障碍。

下午4点15分，搭乘着吴萍和
专家的救护车开始返程。此时，高

速执法三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赵跃
正在高速指挥中心，全程监控着救
护车的位置，救护车前方，是一辆鸣
着警笛的执法车。

从包茂高速到南涪高速，转沪
渝南线至绕城高速迎龙下道，这是
高速执法人员们根据当天的情况设
计出的最畅通路线。即使是这样，
这条路上也有好几处拥堵，短的只
有一两公里，长的有近10公里。坐
在指挥中心，赵跃目不转睛地监看
着这条线上的路况。

“听众朋友们，目前，搭载着
一位危重病人的救护车正行驶在
包茂高速黔江段进城方向，请在
这条路上的车友让出生命通道。”
救护车呼啸着奔驰的同时，不少
车主都自发避让。车行到包茂高
速黄草收费站，一辆执法车已等
在那里，继续护送救护车返城。
直到下午7点多钟，重庆高速执法
三支队多个大队参与了这次生命
接力，最终让吴萍得到了及时的
救治，转危为安。

女子在黔江遇车祸受重伤

返程高峰上演接力救援

病人正在救援接力中。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重庆日报
记者2月22日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
公司和重庆火车站获悉，春节期间，重庆火
车站共发送旅客102.9万人次，同比增长
24.1万人次，增幅30.6％。客流最高峰出
现在大年初六，发送旅客19.4万人，同比增
长5万人，增幅34.8％。重庆西站和沙坪坝
站作为今年新投用的火车站，假期发送旅
客人数分别为24.7万和4.7万人次。

今年春节黄金周，成都、重庆、贵阳间
客流交互流转，渝万、渝黔、渝怀、渝利、兰
渝等线路客流出行旺盛，重庆北站依然为
我市旅客发送量最大的火车站，日均约10
万人次。

西成高铁、渝贵铁路、兰渝铁路今年首
次投入春运，受到市民普遍欢迎，春节期间
的列车几乎趟趟满员。另外，重庆前往昆
明、广州春节旅游的客流也较为集中。春
节黄金周结束后，重庆往广州方向的旅游
客流形成高峰，出行需求十分旺盛，铁路部
门目前已向这个方向投入临时运力，满足
旅客出行需求。

重庆西站
送客24.7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 曾立）重庆日报记者
2月22日从重庆边防检查站获悉，今年春
节假期，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出入境旅客流
量达到74000余人次，同比增长25.72％；
出入境客机450余架次，同比增长29.39％。

在气候温暖、阳光充沛的海岛上过冬
成为重庆市民过年新风尚。出入境流量排
名前五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泰国、越南、
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

据介绍，春节假期，重庆机场新增国
际航线旅游包机32班，飞往东南亚的航
班是最大增长客源，出入境客流高峰均集
中在凌晨23∶00-02∶00。其中，2月16日
00∶00—02∶00两小时内，出入境客流量

就达到了2700余人次。

重庆机场出入境
流量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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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根据
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表决通过的《重庆市老年人权益保
障条例》，3月1日起，重庆市65岁
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免费乘坐主
城区公共交通。2月22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重庆城市通卡公司了解
到，此次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共申请
了约 40万张公交免费 IC卡。节
前，通卡公司已将这些卡全部送交
到邮政公司，邮政公司力争2月26
日全部将卡寄出，申请人最晚2月
28日就可收到。

重庆城市通卡公司表示，此次
快递邮件封面标有“本信函为城市
通卡专递”字样，请办卡人务必保持
申办时所留电话畅通，同时家中留
人，以便送达收件人或请人代收。

需要提醒的是，为避免被不法
分子欺骗，如果近期收到需前往指
定地点领取快递的通知，或3月1
日投递截止日期后未收到快递等情
况，办卡人可通过重庆城市通卡公
司客服电话（023）95105111 和微
信公众号“重庆城市通卡”等正规渠
道咨询、确认。

3月1日起
65岁以上老人可免费乘公交

约40万张IC卡即将寄出

巴渝剧院

京剧《泗州城》《秋江》《三堂会
审》
演出时间：2018年2月28日14∶00
演出票价：6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京剧团有限责
任公司

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弦乐四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月23日 19∶30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咨询热线：400－809－6039
官方网址：http：／／www.cqpw.cn／

手机购票：关注微信公众
号，点击进入微商城购票

重庆演出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