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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就是在周书记的带领下
修建的。”近日，记者来到垫江县砚台
镇太安村，村民委员会主任游绍伦一
路走一路向记者介绍太安村近年来的
变化。

游绍伦口中的周书记，说的是太
安村原党支部书记周明军，他自2010
年10月担任村支书一职，便从修路入
手，帮助村里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并带
领群众发展花椒产业，带动全村人均
纯收入从 4000 多元增加到 6000 多
元，让这个贫困村于2015年实现了整
村脱贫，并一跃成了当地的示范村。

但2016年，周明军却在一次院坝会
上突发脑梗塞，暂时离开了工作岗位。

带领村民种下“致富树”

太安村地处高山地区，全村3745
人中贫困人口达288人。多年来，饮
水难、交通不便，再加上产业结构单
一，导致该村脱贫难、致富难，太安村
也因此成了垫江县10个贫困村之一。

2010年10月，周明军开始担任太
安村党支部书记。“只有建好基础设
施，培育支柱产业，村民致富才有希
望。”在深入调研后，周明军决定从村
级公路、生产便道等基础设施入手，改
变太安村一穷二白的面貌。

为了争取项目和资金，周明军率
村支“两委”干部四处奔走，积极联系

县级帮扶部门。近年来，共争取资金
数百万元，硬化村级公路15公里，新
建机耕道和生产便道13.391公里，大
大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条件。

此后，周明军又到江津、长寿等地
考察，并结合太安村地势平、土质好、
光照充足的特点，引进了适宜在太安
村种植的九叶青花椒，并带头成立了
明军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在周明军的带动下，全村共282
户村民陆续种植花椒1500余亩，花椒
产业成为了当地的支柱产业，每亩年
纯收入近5000元，花椒树自此被当地
村民称为“致富树”。

他是群众眼中的贴心人

“以前，要是遇到干旱时节，我们
要到两公里开外的山脚溶洞挑水。”太

安村村民宋克成回忆，以前家里用水，
都是先淘米，再洗菜，然后拿去喂牛，
一点都不敢浪费。

此前，不止宋克成一家存在这种情
况，用水难一直是太安村村民的心病。

2015年，在对口帮扶单位的支持
下，村里采用二级提灌、一级减压的方
式，将自来水管安装到高台地区群众
家中，解决了太安村164户群众以及
白云村269户群众的用水难问题。

“那段时间，周书记每天都要到现
场，督促施工进展情况，监督工程质
量。年纪轻轻的，头发都白了……”村
民张德明说。

由于太安村距离场镇路途遥远，
为了方便村民看病，周明军还积极争
取项目，在村里新建了80余平方米的
村卫生室。

此后，党员活动室、便民超市、老

年活动中心……也都先后建了起来。
村里发生的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
化，让村民们对周明军交口称赞。

突发脑梗塞 倒在院坝会现场

2015年9月，村里引进一位业主
准备打造花椒种植示范基地，但是在
土地流转方面遭到少数村民反对，周
明军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2016年2月15日，春节后上班第
一天，周明军起了个大早，匆匆赶往七
组。

周明军赶到七组后，就立即召集
村民召开院坝会，做村民的思想工作，
这会一开就是一上午。

到了中午，乡亲们纷纷留周明军吃
饭。“大过节的，屋头事情还多哟，改天
再说吧。”正在周明军与村民们道别时，
他突然感觉一阵眩晕，倒了下去……

村民们吓了一跳，立即把他送往
垫江县人民医院，经过检查，被初步确
诊为脑梗塞，医生劝他留院观察。“我
这身体，没事儿！再说，村里还有一大
堆事情等着我呢，哪能在这耽搁时
间。”周明军固执地当天便办理了出院
手续，第二天又出现在了砚台镇政府，
跟镇上的干部商量扶贫相关工作。

然而，几天后，不幸再次降临。因
脑梗塞复发，周明军再一次倒下了……

“周书记如今因手术后遗症，走路
不太利索，语言功能也出现障碍，但仍
然挂心村里的发展。”游绍伦说，他与其
他的村镇干部经常去探望周明军，并告
诉他村里的近况，“周书记虽然说不出
什么话，但每次听完都会笑着点头。”

贫困村如何变成了示范村
——记村支书周明军带领村民实现整村脱贫的故事

本报记者 栗园园

砥砺奋进的砥砺奋进的 年年55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今年以
来，我市通过财政金融联动扶贫等举
措，持续改善金融精准扶贫政策环境，
推动全市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明
显成效。截至6月末，全市14个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的贷款余额合
计达到了 2508.73 亿元，同比增长
13.46%。这是8月4日记者从人民银
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获得的消息。

据了解，2016年以来，人民银行
重庆营管部与市财政局合作，建立了
财政金融联动扶贫机制，对金融机构

向1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
投放贷款、布设机具等行为实施财政
奖补。其中，仅今年上半年就审核了
奖补资金约771万元。此举进一步激
发了金融机构参与扶贫工作的积极性
与主动性，撬动更多信贷资金投向扶

贫领域。据统计，截至6月末，14个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的贷款余额
合 计 达 2508.7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46%。

另一方面，在人民银行重庆营管
部等部门支持下，我市金融行业还加

强了对贫困地区农村的基础金融服务
力度，拓宽了对贫困区县企业的融资
渠道。截至6月底，14个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区县的3844个行政村已
覆 盖 基 础 金 融 服 务 ，覆 盖 率 达
95.93%，较年初提高0.97个百分点。

我市金融精准扶贫成效明显
截至6月末，1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贷款余额合计达2508.73亿元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8月
6日，来自重庆高速集团消息称，7日
起，市民可网上免费办理ETC业务。

据介绍，2015年10月，重庆高
速ETC推出了网上自助办理ETC
业务，但用户需要在网上填写相关
信息及预存950元人民币（一型车
为例包含350元设备费和600元预
存通行费）。

此次，重庆高速集团联合中国
银行重庆分行将推出线上ETC银
行签约、办理服务，用户无需支付任
何费用即可轻松成为ETC车主。

具体办理流程：用户关注重庆
高速 ETC 微信公众号（微信号：
CQGS_ETC1）或登录重庆高速公
路 公 众 服 务 网（www.gs12122.
com），在线填写申请资料并选择签
约中国银行，完成个人及车辆资料
的上传与审核。待资料审核通过
后，工作人员会将已完成发行的
OBU设备和ETC国标卡邮寄给用
户。用户收到设备后，自己在家安
装就可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该业务暂
只支持重庆市范围内所有渝籍非营

运客车（以用户提供的行驶证核验
为准），以及全市范围内中国银行发
行的62开头银联信用卡的用户申
请办理。用户办理业务时，后台将
从用户提供的中国银行信用卡账户
中扣取500元人民币作为预存通行
费。

此外，用户若无中国银行信用
卡可选择传统模式自购OBU办理
ETC或可通过中国银行重庆分行
官方微信公众号或中国银行官方网
站等网络申请信用卡，信用卡申请
并领卡激活成功后再办理ETC银
行签约业务。

用户首次通行高速公路时，后
台会根据现场车辆图片及视频完成
后台信息复核。若用户提供的证照
信息与现场实际通行的车辆信息不
符，将直接进入黑名单禁止使用
ETC，涉嫌违法的将移交司法机
关。

据介绍，出于安全考虑，OBU
设备仅提供一次自激活功能。用户
不正确操作导致OBU未被成功激
活，用户须前往重庆高速ETC自营
网点进行重新激活。

今起市民可网上免费办理ETC业务

本报讯 （记者 周尤）8月6
日，2017年重庆市希望工程“精准
扶贫·圆梦行动”邓文中奖学金发放
仪式在重庆林同棪国际大楼举行，
30名即将步入大学校园的重庆籍
贫困学生获得资助，奖学金总额达
到了44.7万元。

据了解，今年团市委共推选了
45名优秀贫困大学新生作为“邓文
中奖学金”的候选人，经过邓文中先
生亲自面试后，最终选出30名学生
获得奖学金。为了发掘学生的协
调、沟通能力，激发他们的创新精

神，林同棪公司还组织这30名学生
开展了为期两天的综合能力测试，
从中选出6位优秀奖获得者。“这6
位同学中，测试成绩最好的能够得
到49000元的助学金，剩下5名也
能得到不低于4万元的助学金。其
余24名同学，每人可获得7000元
的助学金。”团市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

据悉，“邓文中奖学金”是我市
希望工程“精准扶贫·圆梦行动”发
放的第一批助学金，此后一个月内，
其他项目的助学金也将陆续发放。

2017年重庆市希望工程发放首批助学金

30位贫困学生获得资助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8月
6日，市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我市
2017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地方农村
专项”、艺术类、体育类、高职单招类
等录取已结束。其中，“地方农村专
项”计划超额完成。

据了解，“地方农村专项”是西
南政法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重庆交
通大学等市属高校，针对我市农村
学生所设的专项招生计划。今年该
专项在渝招生计划734人，全市共
10520名考生填报该专项计划，实
际录取764人，部分市属高校增加
了招生名额，超额完成该计划。

我市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艺
术、体育类招生录取工作近日也已
结束。今年我市艺术类考生共
20021人，全国318所高校在渝计
划招生13783名，共录取12549人，
录取率为62.67%。今年我市体育
类考生共4808人，总计划1318名，
实际录取1321人。

此外，今年我市18843人报考
高职对口类，比 2016 年增加 857
人。不过，由于4月通过高职单招
已经录取6720人，因此6月实际参
加高考共11666人，录取9639人，
录取率为82.62%。

我市2017高考艺术类、体育类、高职单招类录取结束

“地方农村专项计划”超额完成

助学金发放仪式现场（左为邓文中先生）。 记者 周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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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我市召开迎接党的十九大安全稳定工
作会议。会议要求全力以赴抓安全保稳定促和谐，为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要进一步
提高认识，宁可百日紧不可一日松，切实增强做好安
全稳定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全面把握当
前安全稳定工作形势，高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负
责，在战略部署上“扣扣子”，在责任履行上“担担子”，
在任务落实上“钉钉子”，确保社会和谐稳定。要千方
百计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切实承担起促一方发展、保
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切实担负起安全生产的政治责任，安监系统必须
提高政治站位，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按照市委、市政
府的要求，把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6
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当前首要的政治任务。自觉用讲话精神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
态迎接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把心思
和精力集中到市委、市政府部署的工作上来，以好的
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抓好安全生产。千方百计促进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推动形成心齐气顺劲足的良
好局面。要把“四个扎实”真正做得更扎实、更有效，
做到靠实干树形象、以实绩惠民生。坚决防止发生重
大安全事故。

切实担负起安全生产的政治责任，要做工作上的
实干家，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认真贯彻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安全生

产工作，像落实发展指标一样落实安全生产任务。
必须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制，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

增强责任意识、红线意识，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
态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人到、心到、力
到”。“人到”，就是各司其责、守土尽责。“心到”，就是
绷紧心弦、用心负责。“力到”，就是督察到位、问责到
位。

当前，要深化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市政
府安委会要加强督察检查，强化领导干部履职担当。
政府层面要开展安全风险研判，各级各部门要静下心

来，对本区域本行业内的安全风险进行全方位分析研
判，坚决做到风险研判全覆盖、无死角，严防风险失
控，切实解决“想不到”的问题。同时，对已经“想到”
的问题，必须扭住不放，促其认真解决。企业层面要
开展“日周月”排查，企业要围绕重点专项整治内容，
认真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全面推行班组日排
查、部门周排查、经理月排查的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制
度，确保安全风险隐患早发现、早排查、早治理，切实
解决“不知道”的问题。如果“不知道”环节出了问题，
就是失察、失职、失责。部门层面要开展执法检查。

执法部门要围绕重点行业和重点专项，加大执法检查
力度，务必做到执法必严、首查必罚，坚决杜绝零处
罚，重拳出击，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切实解决“做
不到”的问题。对存在的安全隐患熟视无睹、执法人
为放水、得过且过，也是失职、失责。

切实担负起安全生产的政治责任，当前，安全
生产已进入全年的关键时期，只能鼓劲、不能泄劲，
只能加分、不能丢分，只能添彩、不能添乱，安全系统
干部职工必须保持昂扬的斗志，坚决克服疲劳厌战
思想，决胜高温汛期。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切实加
强安全生产监管，深化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
执法。

董林 苏崇生

铜梁：四大班子带头带队督导夏季安全稳定工作

铜梁区四大班子带头带队督导夏季安全稳定工
作，深入到街道、乡镇督导夏季消防安全，到老旧小
区、单元楼了解镇街、社区开展夏季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工作情况，到老年公寓实地察看消防设施、器材配
置情况，详细了解消防安全知识普及情况。

铜梁区委、区政府要求，夏季是火灾的高发期，各
级各部门要把消防安全工作放在夏季安全生产的首
要位置，深入开展夏季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层层落实
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真正做到一级对一级负责、一级
让一级放心。要当“笨人”、下“笨功”，善于“举一反
三”，把握工作规律，从基本面着手，久久为功，补齐安
全短板。要有序推进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安全生产标

准化建设，加强规范化管理，加快安全生产监督指挥
中心建设，将排查出的安全隐患纳入系统联网监控，
确保整改无死角、无空白。

潼南：以“三个敢于”做实安全大检查

一是敢于担当。潼南区安办牵头制定《关于深
化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的通知》，抽派精干
安监执法人员组成暗访组，下到基层开展检查暗访，
督促指导镇街、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和部门
监管责任，强力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二是敢于
较真。坚持严字当头，对发现的隐患问题，杜绝只检
查不执法、检查多执法少的现象；对违法违规的问
题，严格执行“四个一律”；在执法处罚中，一律要求

上限处罚、顶格处理，形成持续有力震慑，推动企业
认真履责。三是敢于逗硬。区安办采取常态督查和
专项督察相结合的方式，重点督察大检查过程中出
现的参差不齐和隐患整治不实等问题，特别是对梳
理和排查出的重点隐患和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
督查督办，实现闭环管理。将大检查开展情况纳入
考核，以考核促落实。坚决杜绝“严格不起来、落实
不下去”的现象。

梁颜其 张琦

切实担负起安全生产的政治责任

抓安全保稳定促和谐抓安全保稳定促和谐
做好高温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做好高温汛期安全生产工作

区 县 动 态

8月6日，武隆区仙女山镇，大型舞台剧《仙女恋歌》演出
现场。当日，这部根据仙女山当地民间传说改编的户外大
型3D音画歌舞剧首次公演，吸引了众多游客观看。据介绍，
该剧通过3D特效和大量高空威亚等，讲述了仙女飞琼与人
间青年李保为保护凡间以身殉情的凄美爱情故事，并将仙
女山大草原、天坑、芙蓉洞等武隆著名景点融入剧中，成为
当地继《武隆印象》后又一大型文旅融合发展力作。

记者 崔力 摄

《仙女恋歌》仙女山镇首演
《武隆印象》后又一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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