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涪陵区启动整治污水偷排偷
放行为专项行动方案，将重点打击八种
环境违法行为，让污染环境者依法受到
严惩，共同保护好长江母亲河，坚决打
好碧水保卫战。

重点整治八种违法行为

此次专项行动涉及涪陵区多个污
水排放行业，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园区管委会为责任主体，负责本
辖区范围内的污水偷排偷放违法行为
的摸排、查处和督促整改工作。检查重
点包括工业企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医疗机构、
餐饮行业、洗车场、建筑工地、船舶及码
头、长江和乌江沿岸1公里范围内的各
类“小、散、乱、污”企业等。

此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打击八种涉
及污水偷排偷放的环境违法行为：通过
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不正常运行
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方式违法排
放污水；无污染治理设施直排污水；超
标排放污水；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
施覆盖范围内未按规定将污水排入城
镇排水设施，或者在雨水、污水分流地
区将污水排入雨水管网；将污水排放或
倾倒在街面；船舶未配置相应的防污染
设备和器材，未正常使用生活污水处理
装置，或者向水体倾倒船舶垃圾及排放
船舶残油废油、违规进行装载油类、污
染危害性货物船舱的清洗作业；餐饮趸
船未配套污水、垃圾集中收集设施，或
者未将产生的污水、垃圾集中收集上岸
处置；污水集中处理设施非应急情况下
溢流或配套管网溢流等逃避监管方式
违法排放污水。

“在此基础上，区级相关部门也将
依据部门职责和本行业法律法规，查找
可能存在的污水偷排偷放问题并依法
处理。”涪陵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人说。

专项行动将持续到年底

此次专项行动中，涪陵区各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和区
级相关部门还将按照属地管理和职责
分工，依法履职、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对检查出的环境问题，将建立问题清
单，明确整治措施，推进问题整治；对发

现的环境违法行为，坚决做到“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整治一起”。

“本次污水偷排偷放行为整治将持
续到今年底，包括动员部署（3 月）、自
查暗查（4月至5月）、集中整治（6月至
10月）和巩固提高（11月至12月）四个
阶段。”该负责人说。

涪陵区生态环境局已前后3次针
对检查发现的城区一建筑施工工地未
按照环评要求将冲洗车辆的泥浆废水
收集回用，而是将泥浆废水直排进入工
地下端的南湖区域的偷排偷放行为进
行了严查重处，并依法实施了连续按日
计罚，目前该施工工地已经完成全部问
题的整改。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涪陵区共计
出动检查人员1000余人次，排查点位
300余个，发现污水偷排偷放问题30
余个，发现环境违法行为6起。

让污染环境者受到严惩

“接下来各乡镇街道和园区将根据
排查和查处情况，进行分类梳理，依法
督促违法排污单位立即整改。”该负责
人表示，对不能立即整改到位的，在停
止排污的前提下，制定整改措施，明确
整改时限；对确因问题严重，污染物排
放治理达标无望的，将依法责令关停；
对污水处理设施、管网等环境基础设施
不完善的，要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
实现污水应收尽收。

在巩固提高阶段，各乡镇街道、园
区和区级相关部门将全面总结专项行
动的工作经验，并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
制，保持打击污水偷排偷放违法行为的
高压态势，防止问题反弹。与此同时，
还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落实约
谈、处罚、督办、追责等制度，对涉嫌环
境污染犯罪的，依法坚决移送公安机
关。

“我们要把防范整治污水偷排偷放
摆在突出位置，通过集中力量，进一步
强化自查暗访，开展集中整治，严厉打
击污水偷排偷放行为，依法打击环境违
法行为，让污染环境者受到严惩，实现
杜绝污水偷排偷放行为的目标。”该负
责人说。

（涪陵区融媒体中心 罗菲菲）

严厉打击污水偷排偷放
专项行动持续到年底

九龙坡

家门口就能免费读书

5月19日下午，白市驿镇清河村
农家书屋里，几位村民在书架前翻看着
书籍。

“最喜欢的是中国历史、文学名著、
人物传记类书籍。”76岁的罗恩麒老人
是清河村十六社村民，几乎每天都要到
农家书屋坐坐。

罗恩麒年轻时务过农、当过泥水
工、水电工，生活虽艰辛，却一直很爱看
书。“以前哪有这么多书？都是大家相
互借来看。”罗恩麒回忆说，而如今时间

有了，农家书屋又开在了家门口，既方
便还不花钱，让他们又多了一种与外面
世界联系方式。

清河村农家书屋面积40余平方
米。在书架上，生物科学、自然科学、文
学作品等5000册图书摆放整齐，还有
报刊杂志20余类，音像制品200余张。

“每天9：00-18：00对村民免费开
放。可以在这里看，也可以登记之后带
回去看。”农家书屋管理员冷彦玺说，
2010年农家书屋刚开设时，图书量在
3000册左右，全年大约有两三百人借
阅图书。目前，已有各类图书5000册，
2018年借阅量达到852人次。

清河村农家书屋还实现了与区图
书馆的通借通还。

活动丰富吸引更多人

“现在正在搞稻田养殖，专门来看
看书充充电。”5月17日，在陶家镇友
爱村的农家书屋，村民李刚捧着一本
《农村日用大全》看得津津有味。他希
望能从书本上学习更多稻田养鱼方面
的知识，学习一些新技术，他笑着说：

“用理论指导实践嘛。”
来农家书屋不仅仅能看书，借助这

个平台，友爱村经常举办科技讲座、健

康知识讲座、实用技术培训等，充分发
挥农技书籍的作用，培养了一批有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为增强农家书屋吸引力，目前九龙
坡区各农家书屋纷纷组织开展主题阅
读、写作、朗诵、电影播放等各种形式的
活动，让更多人喜欢走进书屋，培养农
民群众看书学习、接受新知识的兴趣。

建成一批特色外借点

今年以来，九龙坡区又以“文旅融
合”为契机，将农家书屋功能融入旅游，
在农家乐、景区、酒店、企业等开设具有
地方特色的图书流通点和农家书屋外
借点，将书本送到村民家门口，构建起
农村“半小时文化服务圈”，让群众在闲
暇之时，享受阅读的快乐。

清栖谷是陶家镇友爱村农家书屋
下设的书刊外借点，古色古香的书架上
整齐摆放着数百本图书。

据友爱村村委会主任陈霞介绍，清
栖谷距离场镇较近、周围打工人员很
多、游客也不少，在农家书屋下设外借
点，就是希望让图书距离大家更近，将
书本送到更多的人手中。

每隔一段时间，村农家书屋会为外
借点配送一些图书，周边的一些读书爱

好者也会将家中的书拿到此处共享，使
清栖谷外借点的图书种类更多。

除清栖谷外，西池也是九龙坡区的
一个图书流动点，现有各类图书近
3000册，其中大部分由区图书馆根据
村民阅读意向进行配送。

未来可自由点单选书

“农家书屋是乡村振兴的文化粮
仓。”九龙坡区文旅委党委书记彭斌介
绍，下一步将在每个镇建设一个农家书
屋示范点，把示范点建成以“6套书架+
3000本优质图书+5000册数字图书”
为主体的幸福农家书屋。

目前九龙坡区探索在农家书屋实
行“你点单我服务”，让农民群众自主选
书购书，把他们最迫切需要的种植、养
殖、文化、科技、卫生、法律等图书和音
像制品送到手中，增加农家书屋图书的
多样性、针对性和优质化。

农家书屋还将与时俱进，增强数字
化阅读。在乡镇农村的农家乐、山庄等
休闲娱乐场所和便民服务大厅等人流
集中地，建设乡村电子阅报屏，鼓励村
民充分利用碎片时间进行阅读，助力乡
村全民阅读事业发展。

（九龙坡区融媒体中心 周芮）

14.9万农民有了“文化粮仓”近年来，九龙坡区大
力推动农家书屋提质发
展，不断提升农民群众文
化水平，丰富其精神文化
生活，实现了城乡公共阅
读服务资源的整合和互
联互通。

目前，九龙坡区 92
个村都设有农家书屋，共
有图书21万册，14.9万名
农村人在这里找到了精
神食粮。

5月11日下午5时30分左右，贵
州省黔南州大山深处的荔波县瑶山瑶
族乡菇类村懂蒙组，瑶民们身着节日的
盛装，敲响铜鼓和木鼓，捧着自酿的米
酒，欢迎远方的客人和亲人的到来。

这一天，44岁、离开家乡25年的
瑶族妇女何六妹，在重庆市永川区来苏
镇扶贫干部和关门山村干部的护送下，
驱车近10个小时，行程700公里，回到
了家乡瑶寨。

走访发现，瑶乡女没有户口

来苏镇关门山村是市级贫困村。
何六妹为二婚，前夫是关门山村

人，在瑶山乡挖煤时与她相识并确定恋
爱关系，25年前两人离开懂蒙瑶寨到
了永川，逐渐与家人失去了联系。10
年前，前夫患癌症去世，两年后何六妹
嫁给了现在的丈夫唐忠见。

关门山村原第一书记周杰和现任
第一书记邓德学在走访荆竹湾村民小
组的建卡贫困户唐忠见时，了解到其妻

“何六梅”在当地没有户口。
没有户口，使得“何六梅”尽管大儿

子都23岁了，婚姻还名不正、言不顺；
办不了身份证，这些年没走出过来苏
镇；作为当地的建卡贫困户，不能与其
他人一样享受任何惠民政策。

解决“何六梅”的户口问题，成为
“扶贫书记”的一块“心病”，随即，关门
山村成立了寻亲组。

找到亲人，老家户口已被注销

定居关门山村25年，“何六梅”说
话仍有浓重的乡音，能从她的口音中辨
别出少许有用的信息：“贵州”“荔波县”

“瑶族”。
今年3月，事情有了转机。寻亲组

联系上“何六梅”老家邻村的远房侄女，
又联系上了“何六梅”在重庆读书的亲
戚，随后找到“何六梅”的侄儿、菇类村
的村警（协警）何东曲，终于跟何六妹的
哥哥何老四取得了联系。

这时，寻亲组方知他们一直称呼的
“何六梅”是误读，其真名就叫何六妹。
随后，何六妹通过视频电话与大哥、三

哥见了面。
不久，何六妹的嫂子通过微信传来

了何六妹的户口页，当地派出所清楚地
注明：何六妹的户口因“失踪”，于2016
年被当地公安机关注销。

回到老家，分别25年的团聚

送何六妹回家，尽快恢复她的户
籍！从来苏镇党委、政府到关门山村，
很快形成了共识。

5月11日早晨7时，来苏镇扶贫
办、关门山村干部带着何六妹和她的女
儿唐云玲，从永川向目的地进发，终于
在下午5时30分左右赶到瑶山瑶族乡
菇类村懂蒙组。

“我一眼就认出了六妹！”何六妹
84岁的老母亲在寨门望了一下午，终
于见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儿。老人
一边笑着，一边抹着泪说：“高兴呀！”

在何六妹出生的老屋里，老母亲忙
不停地招呼客人，与大家一起分享自己

的喜悦。
当关门山村“脱贫书记”送上永川

特产时，老人高兴地说，晚上要和礼物
睡在一起。

听不懂永川客人在说什么时，老人
诙谐地说，耳朵放在房间里了，没有拿
出来……

简陋的木屋里，洋溢着比节日还浓
厚的欢乐气氛。

特事特办，“失踪女”重获户籍

在菇类村第一书记莫文炯的联系
和带领下，12日尽管是个星期日，当邓
德学一行带着何六妹及其家人，走进荔
波县公安局瑶山乡派出所时，所长覃洪
荣和户籍民警莫丹丹已经等候在门口。

“绿色通道”开启，调录资料、询问
取证、取指纹、拍影像、录视频……一切
进展得非常顺利。不到两个小时，一张
印着“何六妹”三个字的崭新户籍页，放
进了哥哥何老四的户口簿里。拿着户

口簿，重获“新生”的何六妹笑了，不住
地说：谢谢你们！

通过协调，瑶山派出所还专门采集
了办理她的身份证的所有信息。覃洪
荣说：“不用专程回瑶山，通过网络和快
递方式，不久，她就可以领到身份证
了。”

更让何六妹高兴的是，关门山村党
总支、村委会决定，适当时候为她补办
一个特殊的婚礼，还将帮她办理好户籍
迁移手续，争取安排公益性岗位，让这
位“失踪”多年的瑶家女，真正融入关门
山村。（永川区融媒体中心 龙远信）

永川扶贫走访引出一段千里寻亲团圆佳话

“失踪”25年的瑶乡女找回“身份”
何
六
妹
回
到
瑶
乡
老
家
与
亲
人
团
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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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江北嘴管委会的最新数据显
示，今年一季度，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整
体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各行业经济指标
持续增长。区域新增注册企业149家
（含变更企业），企业总数达2486家。

今年一季度，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实
现金融业增加值43.6亿元，同比增长
8.7%，金融业税收15.7亿元。人民币
存贷款余额 8502 亿元，同比增长
6.7%；其中存款余额3470亿元，同比
增长1.6%；贷款余额5032亿元，同比
增长10.5%。保险行业收入43.9亿元，
同比增长 19.2%。证券业营业收入
1.84亿元，同比增长17.4%。限上新金
融业营业收入 19.6 亿元，同比增长
12.2%。

区域新增工商银行重庆江北嘴支
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
司、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公司等，传统金融业企业单位数量升至
79家，包括24家银行、25家证券、30家

保险及中介。
一季度，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实现限

上商品销售总额 51亿元，同比增长
39.3%；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2
亿元，同比增长39.9%；住宿餐饮零售
额6306万元，同比增长126.3%。23个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完成投资额52.6亿
元，同比增长195.8%。

随着丽晶酒店、尼依格罗酒店、国
金中心姜虎东和璞舍等人气酒店、餐饮
的成熟运营，以及“X-ZOO绿色星球”
科普乐园、南之山书店“城市之丘”店两
个网红微旅行景点的正式开业，进一步
推动了江北嘴的人气增长和活力形成。

一季度，江北嘴实现全口径税收
20.1亿元，同比增长24.7%，环比增长
28.8%，区级留成3.9 亿元，同比增长
11.9%，环比增长57.2%。按行业类别
分析，金融业、房地产业是江北嘴税收
主要来源，分别占比78.3%、14.9%.。

（江北区融媒体中心 杨洛）

江北嘴中央商务区
一季度新增注册企业14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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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刚过，重庆三峡职业
学院就安排养殖专家向邦全教授
到巫溪县天元乡为农户开展养猪
的实用技术培训。培训现场在贫
困户戚发富家中。“去年养了14头
猪全部病死了。”戚发富说，主要还
是缺乏生猪养殖技术，这次培训要
好好学。

培训中，向邦全通过经验交
流、答疑解惑等通俗易懂的方式向
农户传授生猪养殖实用技术知识，
分享生猪养殖经验。为方便农户
记忆，他还将养猪技术总结出了

“六字诀”、“三做好”、“四个要”，让
参加培训的村民赞不绝口。

同样得益于专家指导的万州
区白土镇大林村村民黄青平也深
有感触。他说：“多亏三峡职业学
院吴琼老师等果树栽培专家给我
们指导，现在我家果园种出的晶翠

李口感好、个头大，特别受消费者欢迎。”

打出精准扶贫“组合拳”

2015年至今，三峡职业学院已经为

大林村捐款100多万元，在为建卡贫困

户购买合作医疗保险、向深度贫困户发

放救助资金、为就读学生提供助学经费

等方面提供资助。2017年大林村实现

了脱贫摘帽。近两年来，该校还对新华

村贫困户送去大米、油等慰问品，以及每

户每年3000元以上的产业发展资金。

对于三峡职业学院而言，对贫困村

进行资金、物质上的扶持远远不够。

以创办“田间微课”“流动课堂”为平

台，采取“送教下乡”的形式，近年来三峡

职业学院向1000多位村民进行了养猪、

脆红李栽培等方面的现场培训。学校相

关负责人谈到，送教就是送技术，有了技

术村民就有增收的可能。
为真正激活乡村的发展内生力，

三峡职业学院还聚焦产业扶助，打造
出“鱼+稻”产业项目、腊肉加工厂等，
帮助村民发展生猪、百香果、冬桃、脆
红李、核桃等产业，创新出“农业职教

集团+合作社+农户”“高校+企业+贫
困户”“高校+基地+农户”等帮扶模
式，对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非常精准
的智力支持。

据了解，目前，该校还将巫溪县
天元乡、红池坝镇及万州区白土镇大

林村的脱贫攻坚工作作为自选特色

子项目，列入到“重庆市优质高等职

业院校建设”项目中，与“优质校”同

步规划、捆绑建设。结合贫困户的致

贫原因和当地产业结构、基础条件

等，制定了《重庆三峡职业学院脱贫

攻坚实施方案》及针对各个乡镇的扶

贫计划，令扶贫行动更精准、更有力、

更有效。

社会服务持续升温

“在农村扎根得越久越能发现问

题，比如缺乏人才、村民意识不够、农

产品缺乏品牌效应等问题。”三峡职

业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学校不断

探索实践一些更适合当地发展，让每

个贫困户包括村民都能受益的扶贫

举措。

在市教育扶贫工作队统筹下，三
峡职业学院表示，将进一步发挥专家
智库扶智优势，面向农村培育更多技
术人员。同时还打算做实“农校对
接”，策划万州高校食堂“抱团采购”
贫困乡镇的农产品，并帮助贫困乡镇
创建高山水果、药材、蜂蜜等特色品
牌和电商物流服务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该校将结合深化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行动，用“校村合
作”的方式在大林村建立“稻渔综合
种养”基地，在天元乡建立养猪基地，
在万春村建立冬桃基地，进一步引领
该地的产业走向特色发展，进一步增
强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啃下脱贫
攻坚的“硬骨头”，写好教育扶贫的

“奋进之笔”。

文秀月 刘进
图片由三峡职业学院提供

开创“流动课堂”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精准支持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果树栽培专家吴琼为村民讲解果树嫁接知识

聚焦重庆三峡职业学院教育扶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