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孃孃，天气冷，家里用电暖器要记得
关哦。”“李师傅，平时家里做饭要注意关火，
春节快来了，要注意安全。”……在南川区南
城街道龚家塘社区，街坊邻居们几乎每天都
会听到刘强这样的叮嘱。

刘强是南城街道龚家塘社区的综治专
干，也是一名消防志愿者。多年来，她始终坚
持把消防安全工作列在首要位置，积极投身
于社会公益事业，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把消
防知识传播到社区的每个角落。

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网信办、
市公安局联合举办的2017年度“最美消防志
愿者”评选中，凭借对消防事业的热爱和多年
的辛苦付出，刘强获得“最美消防志愿者”提
名奖。

扎根社区
练就过硬的消防本领

眼下，正是冬春消防工作的关键时间节
点。这几天，到社区巡防、检查消防设施、制
作宣传品……刘强忙得不亦乐乎。

“年关将至，这几天要重点检查商场、居
民楼的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室内室
外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每日巡查制度是
否落实，单位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制定演练情
况等。”刘强说。

作为一位消防志愿者，多年来，刘强始
终牢记“保社区平安，服务社会”的宗旨，坚
持将消防安全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坚决
贯彻执行各项消防安全工作法规、文件，做

到消防安全工作无漏洞，使消防安全工作深
入人心，忠实履行一名消防志愿者的神圣职
责。

为做好龚家塘社区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确保辖区安全，防止出现消防安全事故，刘强
结合实际情况，在社区适时开展预案演练，深
化安全检查，在本社区西门大厦、商业街设立
消防安全示范点，配备了消防安全协管员，以
此提高社区市民接警、报警、现场控制、紧急
处置的能力，做到遇突发事件从容应对，处置
得当。

融入群众
筑牢社区消防安全根基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而消防工作无疑
是重中之重。”从事社区工作多年的刘强对消
防工作感悟颇深。

自从担任消防志愿者以来，她根据社区
《消防安全工作应急预案》、《火灾事故应急处
理办法》，不但明确了各岗位人员的职责和工
作任务，而且详细地提出了出现火灾事故的

一系列处理办法，使社区消防安全工作得到
制度上的保障。每逢节假日，她都要对辖区
所有安全设施进行逐一检查，发现问题立即
整改。

为增强社区居民的消防安全知识，使社
区居民熟知一旦发生火灾事故时的处理办
法，刘强为社区制定了每年组织两次以上专
业的消防安全教育计划，到社区发放消防知
识宣传单，并为大家讲解消防知识。

同时，不定期地进行各类灭火器和消防
栓等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培训、发生火灾事
故时的逃生自救办法讲座等，不但使社区居
民掌握了一定的火灾自救、处理办法，而且通
过宣传，将消防安全知识带入了千家万户，推
动了社区消防安全工作的顺利开展，得到了
社会各界的好评。

强化宣传
当好消防知识的传播者

消防安全关系千家万户，责任重于泰山。
“社区消防安全宣传是一座塔，必须建

立一个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体系，整合各种
力量，在辖区内形成群防群治的氛围，消防安
全的触角才能延伸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刘
强说。

多年来，刘强不仅在工作上对待消防安
全工作兢兢业业，而且还把消防安全知识传
播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她经常利用自己的休
息时间走街串巷，不放过任何一个宣传消防
知识的机会；深入到辖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和人员密集场所进行消防志愿活动，宣传消
防知识，解答群众关于消防安全方面的疑难
问题。

刘强在工作中全身心的投入，换来的是
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在消防志愿者的公益
岗位上，她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积极宣传自己储备的消防知识，换来的是让
更多人了解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杜绝火灾
事故的发生。

一分付出一分收获。龚家塘社区在消
防安全工作上的全力投入，换来了龚家塘社
区良好的消防安全工作环境，这也是刘强辛
勤工作换来的最好回报。

庞遵萍 图片由南川区公安消防支队提供

为切实做好火灾防控工作，日
前，南川区召开了全区冬春火灾防
控工作推进会，就当前冬春火灾防
控工作进行了部署。

南川区提出，要层层压实责
任，全力做好节日消防安保，坚决
确保重要活动和重大节日期间不
发生较大火灾事故。要强化举措，
深入开展火灾防控工作，坚持高层
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完善高层
建筑基础台账。坚持推进电气火
灾综合治理，各部门联合执法，集
中查处违法生产、销售的假冒伪劣
电气产品。同时加大监督执法力
度，对发现的火灾隐患或违法行为
严格查处。

南川区相关负责人强调，年关
将至，超市商场等场所人员密集，
各单位负责人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把消防安全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切实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抓
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加强日常
巡查检查，有效落实员工培训和应
急疏散演练等制度，切实夯实场所
的火灾应急防控水平，确保场所消
防安全。

据了解，自去年以来，南川区
火灾形势总体平稳，没有发生重特
大火灾事故。南川区公安消防支
队2017年接警出动510次，出动车
辆 619 辆次、警力 4174 人次，抢救
被困人员103人，疏散被困人员62
人，抢救财产价值286.2万元。

“最美
消防志愿
者 ”刘 强
宣传消防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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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区公安消防支队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把消防知识传播到社区每个角落

检查消防设施检查消防设施

———记南川区最美消防志愿者刘强—记南川区最美消防志愿者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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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波）1月31日，重庆
日报记者在奉节县召开的全市倒房重建入
住和冬春救助集中发放仪式上获悉，2017
年因各种自然灾害，我市共有34个区县受
灾，31个区县有因灾倒房恢复重建任务，截
至1月26日，全市恢复重建已开工3006户、
9810间，开工率为89%；已竣工2858户、
9247间，竣工率为85%；已修复全部一般损
坏住房6278户、13902间，修复率为100%。

据了解，2017年我市先后遭受“6.9”洪
涝、“10.3”滑坡等49起自然灾害袭击，开州、
巫溪等34个区县受灾，受灾人口252万人，
因灾死亡和失踪52人，紧急转移安置2.63
万人。

此外，全市农作物受灾面积110千公
顷，绝收面积15千公顷；倒塌房屋9655间；
因灾直接经济损失25.39亿元。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我市发
生的自然灾害具有多灾频发、分布范围广、
洪涝灾害频繁、渝东北地质灾害突出、灾害
损失较常年总体偏轻的特点。灾害造成我
市部分群众房屋倒塌和冬春生活受到严重
影响。

据统计，全市共有奉节、万州等31个区
县有因灾倒房重建任务，需倒房重建3376
户、1.15万间。其中，集中建房点6个、69

户、182间，分散建房3307户、11356间。
为推进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工作，帮助受

灾群众早日搬入新居，市民政局去年9月就
制定了《关于做好2017年因灾倒损住房恢
复重建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全市因灾倒塌、
损坏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指导标准为：倒

塌、严重损坏房屋恢复重建，按5000元/间
的标准给予补助，4间及以上的补助20000
元；一般损坏房屋维修，根据损失程度和自
救能力，给予适当补助。

各区县在上述基础上，还可结合本地
实际，适当提高资金补助标准，向低保户、

农村五保户、城镇“三无”人员重点优抚对
象、残疾人等特殊困难家庭适度倾斜。市
民政局、市财政局下拔因灾倒房重建资金
5100万元，要求在各区县在2018年春节
前基本完成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工作
任务。

去年重庆因灾倒房重建开工率达89%
已竣工9247间 修复一般损坏住房13902间

本报讯 （记者 陈波）2月1日，重庆市民政综合执法监察
局正式挂牌成立，同时将原重庆市民间组织管理局更名为重庆市
社会组织管理局，对所有民政事务进行综合执法监察。

据介绍，重庆市民政综合执法监察局的职能职责，主要定位
在民政行政监管中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行政检查等具体执法
行为。

其中，包括拟定并组织实施全市民政执法相关政策文件，负
责由市级民政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处罚以及相关的行政强制、行
政检查，以及负责有关重大案件查处工作和会同其他部门开展联
合执法等。

同时，还将负责受理涉及服务管理对象违反民政法律、法规、
规章行为的投诉、举报，协同民政局有关业务处（室）开展日常行
政监管工作，并协调指导区县民政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工作。

据了解，目前民政行政职责面广量大，任务繁重，民政执法依
据共有102件，在同级政府组成部门中数量位居前列，包含了法
律14件、行政法规25件、部门规章52件、地方性法规7件、政府规
章4件，涵盖所有法律法规层级体系，涉及宪法、行政法、民商法、
社会法等方面。

特别是慈善法的颁布实施，将民政部门明确为慈善工作主管
部门，赋予涉及慈善组织监督检查、登记和认定、公开募捐资格审
查审批、受理慈善组织滥用捐赠财产投诉举报等35项职能职责，
其中大量工作需要行政执法力量参与，这对执法工作带来了严峻
考验，对执法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与此同时，民政执法任务繁重，对象众多。民政工作业务按
类别分为六大类26大项113小项，涉及低保救助、医疗救助、临
时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残障服务等众多业务。涉及民政
领域的如骗取低保、违法乱葬以及非法养老机构等问题均需执
法监察。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民政部门“重审批、轻监管”
“重服务、轻管理”的现象比较突出，不执法、选择性执法的问题长
期存在，法律法规实施刚性不足的问题客观存在。重庆民政综合
执法监察局的成立，将明确执法主体，确保涉及民政的法律法规
得到有效落实。

重庆市民政综合执法监察局
正式挂牌成立

1 月 20 日，綦江区永新镇场镇新水厂。
该水厂为去年底投用的新水厂，日处理水能
力为 5000 立方，采用先进的超滤膜工艺技
术，处理后水质达到纯净水标准。为永新、望
场、富家3个社区2.5万人提供生活用水和商
业用水。此前的永新老水厂修建于1999年，
设施设备落后，一下雨就水质浑浊。

记者 万难 摄

綦江永新镇
新水厂投用

本报讯 （记者 李珩）2月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2018年卫
生计生专家新春座谈会上获悉，今年我市将启动医学人才“三大
计划”，选拔引进“领航人才”290名，选拔培养“枢纽人才”200名，
并招聘培养“守门人才”1000名。

据介绍，去年，我市卫生计生人才队伍不断壮大，首席医学专
家卞修武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市妇幼保健院专家黄国宁被授予

“白求恩奖章”。同时，柔性引进院士1名、海内外高层次人才233
名，培养“万人计划”等国家级人才13名，住培学员结业1607名，
轮训基层人员1.1万人。

为了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今年我市还将启动专科医师学员
培训试点，培养全科医生700名以上，招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学员1800名，轮训医务人员1万名。

此外，聚力重大疾病攻关，将建立10种适用于重庆的重点疾
病诊疗标准和规范，并力争推广卫生适宜技术100个。

重庆将启动医学人才“三大计划”

本报讯 （记者 陈波）1月31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在奉节县召开的全市倒房重建
入住和冬春救助集中发放仪式上获悉，我市
共计下拨冬春救灾资金1.17亿元，已救助
29.67万受灾群众。

据市民政局救灾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了解决受灾群众冬春期间口粮、饮水、衣被、
取暖、医疗等基本生活困难，让受灾群众安
全越冬、愉快温暖过节，全市各级民政部门
组织了72个工作组深入灾区农户家中，对
受灾群众生活困难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市
民政局根据收集掌握的情况进行汇总、分
析，会同气象、农业、水利等部门会商，完成

了全市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困难状况总体评
估。

根据国务院《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市民
政局结合重庆实际制定了《重庆市受灾人员
冬春救助工作规程》，明确了救助范围和内
容、救助对象和标准、救助方式和时限等，保
证了冬春救助款物有遵循、划分救助对象和
标准有依据，促进了冬春救助工作规范化、
精细化、标准化，明确规定冬春救助每人不
少于150元，优先考虑对倒房重建户和受灾
的低保户、散居五保户、残疾人家庭等特殊
困难人员的救助。

据统计，去年底，根据受灾区县申请及

冬春救助工作形势，市民政局调运救灾棉被
3.28万床、棉大衣1.25万件，支持区县开展
冬春生活救助。

此外，市民政局会同市财政局及时下拨
中央冬春救灾资金1.07亿元，同时安排下
拨市级冬春救灾资金1000万元，共计1.17
亿元用于解决受灾群众冬春期间口粮、饮
水、衣被、取暖、医疗等基本生活困难。

为确保冬春救灾资金发放到位，1月10
日至26日，市民政局组成3个工作组，对冬
春救助工作采取了不打招呼、不定地点、不
定数量的方式进行专项督查，确保救助资金
安全有效运行，确保救助款物按时足额发放
到人。

据统计，截至1月26日，全市各区县已
下拨1.0029亿元冬春救助资金，各区县共
配套资金264.23万元，已救助29.67万受灾
群众。

重庆共计下拨冬春救灾资金1.17亿元

已救助29.67万受灾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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