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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服务实体平台
解决“有没有”

对于武陵镇黄金村82岁的贺光珍
（化名）老人来说，如果没有武陵公共法
律服务站的帮助，她的生活或许已经陷
入了困境。

不久前，贺光珍因子女赡养问题到
武陵镇政府求助，武陵公共法律服务站
主动介入。经过调查走访得知，贺光珍
因年老体弱多病，外出打工的4个子女
相互推诿，不愿承担赡养义务。

鉴于老人年事已高，又无经济来
源，武陵公共法律服务站决定为其申请
法律援助。近日，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帮
助下，贺光珍的赡养问题通过打官司得
以解决，其四名子女最终共同承担起了
赡养义务。

2018年6月底，万州区基本建成

以 1 个公共法律服务中心、52 个乡
（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635
个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为架
构的三级实体平台，解决了“有没有”的
问题，让群众足不出村（居），就可以免
费获得专业的法律服务。

今年，万州区进一步整合法治宣传
教育、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律
援助、人民调解、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
资源，优化三级实体平台法律服务职能
和资源配置，采取“窗口化、综合性、一
站式”服务模式，提高公共法律服务的
可及性、便利性、时效性；充分利用
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中国
法网、12348重庆法网以及微信、QQ工
作群，提供预约、分流、办理法律援助、
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事项，开启了公共
法律服务从“有”向“好”的发展之路。

便捷高效普惠服务
解决“好不好”

“谢谢你们帮我实现了辩护的权
利，让我获得了从轻从宽处罚的权益。”
90后小毅（化名）家住长岭镇，免费法律
援助帮他拨开迷雾，开启了重生之路。

今年4月中旬的一天，小毅无证驾
驶二轮摩托车并超载，在经过长岭镇长
向路交通纠违点时，因害怕被处罚强行
冲卡，将现场的治安巡防员撞倒在地，
致其腰椎软组织损伤。案发后，小毅积
极赔偿，取得谅解，也向公安机关如实
供述了事实。

区法院开庭审理该起妨害公务案
时，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一名专业律
师，为小毅进行了辩护。在辩护中，法

律援助律师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被告人
小毅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
自首，可从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可以
从宽处理，案发后积极赔偿并取得谅
解，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最终，法院采
纳了小毅援助律师的辩护意见。

不花一分钱，在刑事案件中享受平
等的辩护权利，对于小毅来说，可谓“福
利”。这也是万州区大力推进公共法律
服务的成效。近年来，法律援助作为政
府购买的一项公共法律服务，在万州区
被纳入为民办实事工程，为法律援助工
作深入开展提供了保障，实现了应援尽
援、应援优援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的全
覆盖。

万州区进一步扩大受援范围，将困
难群众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环境污染、
公共卫生、安全生产纠纷、交通事故、工
伤事故赔偿、婚姻家庭、教育医疗、劳动
保障、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民生密切相
关的事项补充纳入法律援助范围，法律
援助对象也由最初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扩
大到现在的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
妇女、下岗职工、农民工等困难群体。

2018年，万州共受理各类法律援助
案件2442件，办结法律援助案件1648
件，为一批贫困弱势群体提供了及时、
快捷、有效的法律援助服务，为“平安
万州、和谐万州”发挥了积极作用。

坚持服务需求导向
促进基层平安和谐

梨树乡安民社区居民委员会与安
民社区二组曾于2016年3月签订取水
协议书，协议约定安民社区安全饮水工

程在安民社区二组龙洞湾备用取水点
取水，依据水量充沛期和枯水期分别对
取水进行限制。今年来，由于干旱，安
民社区需在安民社区二组龙洞湾备用
取水点取水，但取水时间与协议时间冲
突，遭到安民社区二组部分村民反对。
一时间，安民社区2000多居民生活用
水无法保障。梨树乡、安民社区以及水
务公司邀请专业律师介入协调。

经现场调查走访及调解工作，王建
国等律师及时向村民普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法》《重庆市水资源管理条例》《治
安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阐述了地方政府
调配用水的法理依据，解答了村民有关
法律问题，同时就该纠纷有关事实争议、
法律分析、风险评估及处理方案建议等
事项，形成了法律意见书，以供梨树乡
参考，这起取水纠纷得以依法化解。

在这起纠纷中，几名律师是作为梨
树乡的“法律顾问”出现的。政府法律
顾问，正是政府购买法律服务让群众受
惠的另一种途径。今年来，万州区积极
发挥法律顾问的作用，安排法律顾问每
月到法律服务站“值班”，每月不少于一
次到村（社区）定期巡访，其他时间采取
电话咨询或预约服务，为雇用单位以及
辖区的群众提供法律咨询、调解矛盾纠
纷、收集社情民意、反馈工作信息等服
务，促进基层平安和谐。

政府买单、群众受益的公共法律服
务，不仅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方
便，也为万州区营造了办事依法、遇事
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
法治氛围。

（万州区融媒体中心 尧华燕）

政府买单 群众受益
公共法律服务助力“平安万州和谐万州”建设

近年来，九龙坡深挖本地山水人文
特色，打造了12条特色步道，并采取

“步道+”创新模式，推动步道与生态、
民生、文化建设深度融合，使其成为市
民高品质生活、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助推
器。

步道+生态
赏心悦目“都市桃源”

6月2日清晨，跳磴河步道，70岁
的杨婆婆和老伴儿正在散步。他们脚
下的红色步道色彩亮丽，平整舒适，两
侧河水清澈、绿草如茵、鲜花盛开。

“只要天气好，每天都会来走两
趟。”杨婆婆笑呵呵地说，“既能欣赏美
景，又能锻炼身体，特别安逸！”

然而，2年之前，跳磴河步道所处
流域还是一条“臭水沟”，被列为住建
部、环保部重点挂牌督办项目。2017
年至2018年，九龙坡投入资金近15亿
元，实施跳磴河综合整治一二期工程，
并将生态治理与便民设施相结合，在全
面消除黑臭水体的基础上，打造了一条
全长近20公里的滨水步道。

步道起于中梁山街道西站村，止于
华岩镇石龙村。串联起聚秀苑、春汇苑
等10个滨河公园，设置了工业文化长
廊、惠民放映厅、24小时自助图书馆等
文化资源点，吸引了众多居民和游客前
来休闲游玩。

在2001年至2017年持续近17年
桃花溪综合整治项目中，九龙坡区还配
套建设了约10公里的桃花溪绿道。绿
道起于鹅公岩公园，途经重庆动物园、
区图书馆等地，止于彩云湖国家湿地公
园。沿途设有桃花林、“川江号子”雕
塑、九龙外滩广场等景点，近年来已成
为最受市民青睐的“城市桃花源”。

步道+健身
健身休闲“绿色网络”

到白市驿、金凤等地登山远眺，呼

吸新鲜空气，已成为刘小波全家周末休
闲主要方式之一。“这些地方交通便利，
距离主城不到1小时车程，更重要的是
登山步道完善，可以带孩子亲近自然，
是周末出游的不二选择。”刘小波说。

近年来，九龙坡充分利用山林优
势，先后修建了大量的登山步道，并于
2014年发布了重庆首张区县登山步道
地图。该地图包含了白市驿、金凤、尖
刀山、马鞍山等区内9条设施完善、风
景秀丽的登山步道。

其中，白市驿全民健身登山步道最
为有名，有重庆“主城第一登山步道”的
美称。步道蜿蜒在10平方公里的森林
公园之中，景色秀丽、植被繁茂，全长
16.38公里，建有青石道、沙石道、木栈
道等多种步道系统。

尖刀山全民健身登山步道位于中

梁云岭森林公园，是首批市级命名的全
民健身登山步道。金凤镇全民健身登
山步道位于缙云山脉九凤山，紧邻海兰
湖、黛湖等10余个大小湖泊，植被丰
富，负离子含量高。

这些登山步道在九龙坡西部片区
星罗棋布，为爱好锻炼的市民构建了一
张“绿色健身网络”。

步道+人文
连通古今“文化长廊”

说起走马，主城市民首先会想到观
花，这里有条长14公里的健身步道，却
鲜为人知。

步道与成渝古道连接，道路两旁有
三道碑遗址、慈云寺遗址、百寿牌坊、清
朝道光年间石刻等历史遗迹。置身其
中，仿佛穿越到数百年前，听见赶马人

的喘息、挑夫的呐喊，看见运山货、运茶
叶、运丝绸等川流不息的人群赶路。

除了百年古镇走马，“现代艺术圣
地”黄桷坪也将兴建一条高品质步道。
该步道规划建设包含“一主三支”，“一
主”即由川美艺术段、重庆电厂段组成
的半岛艺术主线，“三支”即铁道文创
线、龙吟文创线、铁路新村便民线三条
支线。将串起涂鸦街、军哥书屋、交通
茶馆、川美黄桷坪校区、重庆发电厂等
热门景点，把散落各处的历史文化景观
资源“串珠成链”，形成集当代艺术、市
井生活、工业遗迹于一体的特色步道。

步道建成后，将方便市民和游客绿
色出行，吸引更多外来游客游玩，激发
九龙半岛的文旅产业活力。

（九龙坡区融媒体中心 文/谭
娟 图/陈林）

“步道+”模式打造12条特色小路

通过政府买单，推进
公共法律服务从“有没
有”向“好不好”转变，是
万州区加强和改进社会
治理的重要举措，全区
也因此营造出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
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
法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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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彰遗烈发，不朽者后死曷”
“大宁所奠基址，募修抗战纪念碑……”
5月初，一些刻有文字的碑石，在巫溪
县宁厂古镇的残垣断壁中被发现。日
前经巫溪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初
步确认，这是当地遗失多年的抗战英烈
纪念碑的一部分。

5月9日下午，接到线索报告的巫
溪县委党史研究室、县民间文艺协会、
宁厂镇政府相关人员前往宁厂古镇沙
坝子，寻找分散在此的碑文。乍一看现
场，都是不起眼的断壁残垣，周围野草
丛生,经过细细寻找，有4块碑文被发
现嵌入到一栋老房子的墙壁中，其中最
大的一块长约1.2米，厚约20厘米。

巫溪县党史研究室主任邵碧清介
绍说，碑上刻着的“表彰”“必胜”“抗战”
等文字很醒目。通过对碑文认真的分
析、辨认后，他们初步确定，这是遗失多
年的抗战英烈纪念碑的一部分。

宁厂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大宁

盐场有最早的自流盐泉，曾“一泉流白
玉，万里走黄金”，古时乃兵家要地。抗
战时期，巫溪党组织在这里积极开展活
动，组织增产食盐，满足抗战需要。日
军飞机轰炸大宁厂，更是激起了大山深
处的大宁古镇人民的强烈愤慨，以满腔
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涌现出了大批的抗日英豪。据《巫溪县
志》记载，1939 年，巫溪县民众募捐
100元，在大宁盐场建起一座“抗战阵
亡将士纪念碑”，后来因种种原因，消失
无踪。

此前，巫溪县就提出要在大宁古镇
复建抗日英烈纪念碑，缅怀英烈，追思
先贤。但原址在哪里、碑上有什么信
息？无人能详述。此次碑石遗存和碑
文的发现，为复建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历
史依据。巫溪县相关部门还将继续寻
找小块遗存，并根据碑文展开英烈找寻
工作。

（巫溪县融媒体中心 余春兰）

宁厂古镇发现
抗战英烈纪念碑遗存

“天下海棠本无香，独昌州海棠香
气扑鼻。”在唐代就已盛名远播的“海棠
香国”故地荣昌区，取“繁荣昌盛”之意
而得名。

自唐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始建
县以来，荣昌已有1262年历史，地处成
渝城市群腹心地带，巴蜀文化在此交汇
融合，厚重的历史文脉积淀，造就了如
今开放包容的大美荣昌。

海棠香国开晴霭，步履逍遥踏翠
微。荣昌“三水相连、三山相望”，是全
国首批、重庆首个全国文明城及国家园
林城、国家卫生城、全国绿化模范城、国
家森林城市，获评“中国十佳营商环境
示范城市”“最具增长潜力的新兴城市”

“中国年度最佳投资休闲目的地”。正
在持续推进国家卫生区、全国文明城
区、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区创建工作。拥
有濑溪河国家湿地公园，荣峰河是全市
最美河流之一，荣峰河生态景观工程荣
膺中国人居范例奖。

荣昌深耕城市建设管理，致力打造
成渝城市群全域旅游周末休闲度假目

的地，境内有“重庆十大最美小镇”万灵
古镇、“最受欢迎旅游目的地”安陶小
镇、层峦耸翠古佛山、色香味俱全卤白
鹅、十里飘香羊肉汤，是运动健身、非遗
体验、美食休闲、深耕周末的理想胜地，
被誉为“可以赤脚走路”的城市。

荣昌是“湖广填四川”的重要集散
地，被誉为“客家文化活化石”，还有三
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声在外。

“薄如纸、亮如镜、声如磬”，是始于宋代
的荣昌陶的真实写照，它与建水陶、钦
州陶、宜兴陶齐名，并称“中国四大名
陶”。同样始于宋代的荣昌折扇，扇骨
数量多且细密、扇面轻薄柔软、扇面展
开幅度大，与苏杭折扇齐名，并称“中国
三大名扇”。“各乡遍地种麻,妇女勤绩
成布，白细轻软较甚与葛。山陕直隶客
商,每岁必来荣采买，运至京都发
卖。”起源于汉代的荣昌夏布，经纬间穿
梭千年，号称“天然纤维之王”。

荣昌人杰地灵，是著名廉吏、“天下
清官”喻茂坚的故乡，涌现出“东方梵
高”陈子庄、“诗书画”三绝的屈义林、著
名史学家李新和吴雁南、“新中国第一
代电视艺术家”邓在军等一批文化名
人。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
荡荡。荣昌正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实
施一系列文旅项目，笑迎八方来客，共
谋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篇。

（荣昌区融媒体中心）

融巴蜀灵气
兴天下荣昌

空屋蝶变新样子

走进改造一新的民宿小院，紧靠竹
栅栏是错落有致的绿植盆景，三口砂岩
水缸正对大门，为整栋农房增添了不少
灵气。

半年前还与普通空置农房并无两
样的房屋内，共享厨房、餐桌、茶室、桌
游、棋牌、影视等功能室一应俱全，棕
编、竹编、原木、布艺的巧妙搭配，木头、
斗笠等农家常见物品的精心组合让整

栋房屋简约而不失时尚。
除了功能齐全的公共活动空间，还

有推窗见绿的卧房。不管是秋千式的
床头柜和竹制床头灯，还是透着木头清
香的原木小桌和懒人沙发，处处精巧设
计的细节让人耳目一新。室内是舒适
的休息空间，室外则是葱郁的绿色风
景，或面对菜园、或面向远山绿树。此
外，民宿内还配置了专门烧烤区域，非
常适合开展团队活动。

政企联动找路子

木根铺毗邻仙女山、涪陵武陵山、
丰都澜天湖，炎夏时节也很清凉。这几
年吸引了大量主城市民前来避暑，有大
小农家乐400多家，但因为整体档次不
高，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走的是低价揽客
的路子。

2018年，武隆区提出“深耕仙女
山，错位拓展白马山，以点带面发展乡
村旅游”的旅游发展总体思路，明确将
在全区提档升级石桥芙蓉湖、双河木根

铺、火炉万峰林海等10个区级乡村旅
游点，打造特色鲜明、要素齐备、吸引力
强的乡村旅游精品示范点。

在对木根铺的农家乐发展现状开
展深度调研后，武隆区喀斯特乡村旅游
公司决定“借房生金”，让农户参与打造
小而精的乡村家庭民宿，走出一条差异
化升级路子。公司请来江浙一带的乡
村旅游规划团队，鼓励当地农户以闲置
农房入股，统一打造乡村家庭精品民
宿，并借助线上运营平台，进行宣传和
运营。

农户入股挣票子

54岁的黄朝德是首批入股的农户
之一。

2010年，黄朝德在家修建了一栋
新房，共有9个房间。多年来，除了春
节，大多数房屋长期被闲置。今年年
初，黄朝德留足自家居住的5间房屋
后，将闲置的4间农房交给村委会，由
村委会代其入股武隆区喀斯特乡村旅

游公司，按照60元/平方米/年的标准
分红。除了固定分红，游客在村民家中
就餐或购买食材及土货，也能为农户带
来收入。

公司全额出资，对包括黄朝德在内
的3家农户进行室内室外集中打造，第
一批完成14间客房的装修及其配套设
施的建设，并为民宿配备了“管家”。

五一期间，木根铺乡村家庭精品民
宿在去哪儿网、美团、携程旅游等9大热
门旅游平台同步上线，舒适的入住体验
和贴心的服务，收获了游客的频频点赞。

“不出1分钱就有票子挣，这账怎
么算都划算。”黄朝德看到自己的农房
里里外外换了样，对这种合作模式相当
满意。

“我们将吸纳更多农户以闲置房屋
资源入股，接下来还要改造25幢乡村
家庭精品民宿。”武隆区喀斯特乡村旅
游公司相关负责人说，村民的积极性被
调动了起来，报名参与的人不少。

（武隆区融媒体中心 徐强）

闲置农房变身精品民宿
农户空房入股不花一分钱，院子美了收入多了

武隆武隆区双河镇木根
铺凉水农业社，最近因
为三幢被竹栅栏围起来
的农房，成了四邻八乡
议论的焦点：原本因为
主人外出务工而闲置的
房屋，变成了14间乡村
家庭精品民宿，还为主
人带来每年上万元的股
金分红。

璧
山
5月23日一大早，璧泉街道团堡社

区大气网格员冯杰的手机响起了报警
信息，手机App空气监测平台提示其
负责区域指数超标。冯杰立即来到指
示现场，通过细心察看，确定了问题源
头。

“我所在的秋实学府监测点位，发
现了建筑工地违规施工，现场尘土飞
扬、运渣车未冲洗便带泥上路，引起
PM2.5指数超标。”冯杰拍好现场照片，
并将监测点位的名称、事发位置、事件
情况等信息通报到App监测平台，不
到15分钟，就收到了相关负责部门的
回复，执法人员随后到达现场，要求施
工单位立即整改。

据了解，为了提升大气污染监管的
科学性和精准性，区生态环境局在全区
设立了14个环境监测微观站，配备了
14位专职大气网格员。

“大气网格员主要负责对辖区工
地、企业、餐馆的扬尘控制、渣土运输、
污染排放、餐饮油烟、机动车尾气等进
行巡查，并在日常通过手机App的监
测平台，实时了解负责区域的空气质
量、污染情况。”该单位相关负责人告诉
笔者。手机App监测平台一经出现报

警信息，大气网格员便会在20分钟内
到场，了解情况，拍照取证，做好现场排
查填报、督促整改等工作，同步将详细
信息上传至App，交由相关部门有效
处置，确保发现问解决问题。

大气网格员的设立不仅对及时发
现环境污染隐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
成为了快速、精准解决辖区内环境重
点、难点、热点问题的“好帮手”。

今年以来，璧山区全面推行大气
“网格化”监管，通过大气网格员和环境
监测网络平台的相辅相成，锁定污染源
头，明确区域，专人负责，打通监测“最
后一公里”，着力消除大气污染的监管
盲区。

不仅如此，为了将环境监测的效用
落实到位，璧山区对大气网格进行三级
划分，切实推动街道、相关执行部门、大
气监测和预警平台指挥中心三级网格
监管系统齐抓共管，充分调动各级政
府、部门治理环境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通过“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全面覆盖、
责任到人”的运行机制，进一步提升了
科学化、精细化的大气网格监管水平，
打赢蓝天保卫战。

（璧山区融媒体中心 马惠心）

大气“网格化”监管
“网”住尘土护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