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润便民菜店”免费提供摊位给农民卖菜。 （受访单位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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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胡莉雯

“不管有好多，我们都负责卖出
去，绝不让柚子烂在地里！”11月10
日，渝北区兴隆镇龙平村党总支书记
杨颖频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海领
临空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副总经理
吕波在电话中承诺包销村里柚子。

就在半年前，杨颖频还为此伤透
了脑筋，村民们也是一肚子怨气。早
在2010年，龙平村就种植了上千亩
福建琯溪蜜柚，但因村民大多外出务
工，一直疏于管理。2011年，一外来
业主流转了龙平一组的400亩柚子
树，但2016年该业主因资金链断裂，
欠下60多万元流转金和工钱走了。
今年4月，该业主留下欠条，退出了
流转协议。

“是砍还是留？”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过程中，村民
把如何处理这400亩柚子树的问题
摆了出来。兴隆镇党委书记邓小勇
说：“我们调研认为，柚子树已挂果投
产，对稳定脱贫有产业支撑作用，应
该管起来。”

随即，龙平村组织十组87户村
民以土地和柚子树入股成立专业合
作社，镇里提供10吨肥料和4万多
元管护资金，并落实专业人员做技术
指导，明确最后利润的80%用于群

众分红、20%留作集体资金。
“管与不管就是不一样！”村民罗

书云说，过去果园杂草长得比柚子树
还高，果子个头小、味道苦涩。现在合
作社组织大家除草、疏果、管理水肥，
果园变了样儿，果子也比往年的大。

今年，龙平400亩果园产柚子约
5万斤，如果不及时销售出去，既影
响群众收入，也影响他们未来对产业
发展的信心。于是，该镇领导干部当
起了推销员，带领村干部拜访两路城
区机关事业单位的食堂，四处推介龙
平村的柚子，卖出了1万多斤。邓小
勇称，农产品销售不能仅仅依靠“朋
友圈”，还要拓展市场：10月中旬，渝
北区商务局组织当地餐饮协会的人
员到龙平村洽谈柚子购买事宜；10
月下旬，吕波又带领水果销售商实地
考察龙平村的柚子，并最终敲定包
销。

“柚子找到‘婆家’，这下放心
了。”63岁的倪尔芬5亩土地都种上
了柚子树，她说，“镇村干部带领大家
把柚子树管了起来，现在又找到了销
路，这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为方便采摘柚子，该镇还动用专
项资金为龙平村柚子园安装了1000
米运输轨道，明年还要再安装1000
米运输轨道，同时投入100万元完善
肥水一体化灌溉设施，提高果园的管
理水平。

渝北区龙平柚子这样找到“婆家”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们扎实
推进师生满意工程，领导班子走访
调研8次，召开座谈会10余次，了解
师生们的担心事、烦心事，多措并举
积极解决问题。如我们成立了薪酬
改革领导小组，将工资收入与岗位
职责、工作业绩、成果等挂钩，多劳
多得、优绩优酬，让教师更有获得感
幸福感；我们还对学院行政机构进
行优化调整，定岗定员实施目标考

核，调动教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主动性。

我们还特别加强少数民族学生
的服务教育管理，与少数民族学生谈
心谈话，了解和解决少数民族学生存
在的学业、经济困难等问题，并扩建
了民族食堂，免费开办普通话培训5
次，英语、计算机水平提高班2个，让
少数民族同学在学校生活愉悦、学有
所成。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党委书记董刚：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们针对农
村人居环境脏乱差、个人生活习惯
差、贫困群众脱贫效果差等问题，创
新实施“1+3+5”帮扶机制，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示范引领带动
作用。

我们通过党员帮群众、先进帮后
进、群众相互监督帮助等方式，在全
镇19个村社全面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等工作。两个多月来，全镇共筹资

600余万元，全面实施农户改厨改厕
改浴 8000 余户，院落绿化美化 4200
余户。全镇各企业和党员、群众捐款
48万多元专项用于贫困户脱贫增收
致富，51户特困户的家庭收入、精神
面貌都有了较大改善。今后，我们将
抢抓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发展机
遇，致力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
丽示范乡村。

忠县新立镇党委书记欧应群：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我们聚焦主题主线，全面把握
总要求，做到“四个到位”，努力实现

“五句话”目标，扎实推进第二批主题
教育高质量开展。

我们着眼服务扎实调研，立足
职能职责、工作实际，确定调研课
题 107 个，深入一线开展调研 361
次，收集问题和意见建议 564 个，通
过靠前“施治”、从快整改，已协调
解决 206 个。此外，重点聚焦服务

发展、道路交通、教育医疗、生态环
境、安全稳定等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为企业和老百姓协调解决大小
问题近 800 个。同时，我们将主题
教育同重庆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
结合起来，进一步优化完善科学城
建设的体制机制，聚焦“科学”“生
态”两大主题，围绕“打造全市高质
量发展新增长极和创新驱动新引
擎”目标定位，高标准规划并全力
推进科学城建设。

重庆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商奎：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们整个
村子的面貌焕然一新。村里用28天
就修好了新的便民服务中心和村办
公室。新修建的便民服务中心约
120 平方米，拥有独立的办事窗口，
基本的社会民生事项在这里就能办
理。

以前村里交通不畅，没有直接到
镇上的公路，我们到西彭镇上只有绕

行长安村。现在村里到镇上的道路
修通了，到镇上比以前少用半个多小
时。村里的田间地头也修了人行耕
作便道，全部是因地制宜在修，有 1
米宽、1.2米宽，1.5米宽不等，都是水
泥硬化道路，我们下雨天回家再也不
会一裤腿泥巴了。这些，都是我们一
直期盼解决的问题，在主题教育过程
中都解决了。

九龙坡区西彭镇黄磏村七组村民刘佐慧：

□本报记者 陈波

一个占据江滩十余年的非法菜市
场短短3天被依法取缔，300多个游
摊菜贩竟然没意见，4万多名天天在
此买菜的群众居然也没意见。

“零纠纷”取缔行动的背后，是合
川区钓鱼城街道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过程中检视问题，改变工
作作风，倾听群众呼声，尊重群众不同
利益诉求点，链接各方资源以市场化
方式解决市场问题的探索。

直面深层矛盾
取缔先破解“买卖菜难”

“常说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
我们为了这3天，应该说费了很大的
功夫。”11月13日，合川区钓鱼城街
道党工委书记徐安众感慨，为了取缔
占据江滩、污染环境的“江滩菜市场”，
当地政府部门多年来付出了太多努
力。

早在2000年末，该街道盐溪桥社
区嘉滨路江润广场段就形成了这一特
殊的“江滩菜市场”，众多游摊菜贩聚
集于此，每天都是车水马龙。这种自
发形成的临时菜市场不仅噪音扰民，
还因紧邻江边形成巨大安全隐患。此
外，菜贩们长期卖肉、卖菜形成的垃
圾，以及屠宰鸡、鸭、鱼等产生的废弃
物直抛嘉陵江，造成江面污染严重。

十多年里，该街道多次采取措施
强行取缔这个“江滩菜市场”，但在执
法和派人值守期间，经常与游摊菜贩
和买菜群众发生各种矛盾争执。更头
疼的是，即便付出再多努力，往往坚持
不了多久，被取缔的“江滩菜市场”又
会“卷土重来”。

今年6月，因天气日益炎热，有关
“江滩菜市场”噪音、污染的居民投诉
又多了起来。钓鱼城街道党工委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将
此事纳入检视问题的重点。

“为什么这个问题长期无法根
治？为什么我们每次的取缔阻力那么
大？为什么我们多次治理总是不见长
期效果？”在街道主题教育问题检视会
上，徐安众一连串的问题沉甸甸地压
在与会者心头。

经过深刻排查问题形成的根源，
钓鱼城街道党工委发现，在历次的取
缔过程中，街道党工委客观上存在作
风上不接地气的现象。例如在取缔的
过程中，未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管拆
不管建”，存在只顾自己免责、不顾群
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

更重要的是，通过深刻排查问题，
他们认识到对满足群众生活需求的重
视程度不够，如周边农贸市场等基础
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不足，取缔“江滩菜
市场”后直接导致周边三个社区4万
多名群众买菜不便。

原来“江滩菜市场”自发形成后，
2011年该处江段设置客运码头方便
江对岸农民进城卖菜，加之附近大批
小区建成入住，居民们买菜需求迅速
扩大，最终形成了一个规模达300多
个游摊菜贩的“江滩菜市场”，平时有
4万多名群众在这里买菜。

“居民吃饭需要买菜，农民、摊贩

生计需要卖菜。解决不了这两个问
题，这个‘江滩菜市场’我们宁可暂时
不取缔！”徐安众掷地有声地说。

不讲大道理
尊重群众不同利益诉求点

“实话实说，‘江滩菜市场’存在十
多年屡禁不止，真想一劳永逸地解决
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钓鱼
城街道办事处行政主任童军坦言。

思量许久，童军想出了个笨办
法——上门做工作。

“最近的菜市场2公里，难道你要
我们每天买个菜来回走4公里？”听完
居民一席话，童军即将脱口而出的一
番诸如“支持环保、消灭噪音”的劝解
道理，生生吞回肚里。

“将心比心，要是我家买个菜，也
要来回步行4公里，我也不愿意。”童
军认为，当面对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时，少讲大道理，多换位思
考才对。

此后，在召开“马路办公会”听取
意见时，众多菜贩更是大倒苦水。

“正规菜市场不仅远，而且那里摊
位早已爆满，我们这么多人进场卖菜，
根本不现实！”菜贩们的顾虑确实存
在，更何况里面许多还是周边的农户，
难以承担相关进场费用。

鉴于此，钓鱼城街道党工委再次
召开扩大会议商讨。根据相关规划，
该片区正在兴建三佛寺农贸市场，就
是为了解决附近数万居民买菜难问
题。但问题是该市场投入使用还需两
年左右，远水难解近渴。

“群众买菜需求不可能等，我们要
拆非法菜市场，那就得给老百姓建一
座合法菜市场。”徐安众经多方了解，
终于找到解决之道。原来，就在“江滩
菜市场”对面，有一处约400平方米的
闲置门店，街道办事处打算将之租下

来改建后作为一个临时过渡性菜市
场。

摊贩那边情况稍显复杂：300多
个摊贩中，100余个是周边自产自销
的农户；150个左右是职业菜贩且在
其他市场有摊位，到此摆摊属于“开分
店”；还有50个左右是游摊，平时无固
定摆摊地点。

经测算，装修后的临时菜市场可
容纳固定摊位仅有35个。于是，社区
别出心裁地在临时菜市场划出了一块
专门区域扩充了22个临时摊位。这
一下就解决了57个菜农卖菜需求。

“新建临时菜市场主要用来安置
摊贩中的农户，确保卖菜为生的农民
无后顾之忧。”徐安众表示，对于剩下
的40多名菜农，则采取与附近超市接
洽供货、在周边三大菜市场“插花安
置”等方式，逐一落实。

100多个菜农的生计解决好后，
针对余下的职业菜贩和游摊，街道和
社区在征求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在
全区其他菜市场安置过渡，等三佛寺
农贸市场建成后可一并入驻。

“尊重群众不同的利益诉求点，然
后跟公共利益进行结合与平衡，最终我
们探索出了这条破解之道。”徐安众说。

以市场管市场
一次“零纠纷”的取缔行动

表面上，群众的买菜难、菜农的卖
菜难问题似乎就此化解，但实现这种
化解平衡方式的关键点，即临时菜市
场的资金、改建、运营问题依然存在。

“市场的问题应该运用市场规律解
决。”徐安众表示，假如一个菜市场都
需要靠财政资金扶持，那肯定是失败
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钓鱼城
街道否决了由社区代为管理临时菜市
场的动议，转而通过招标选择了重庆

盛承祥市场管理公司作为第三方管理
机构，以市场化方式运营该菜市场。

钓鱼城街道通过与该公司协商，
确定22个临时摊位完全免费，供附近
菜农销售自种蔬菜。35个固定摊位菜
农可自主选择，管理费则以成本价收
取。至于改建的资金，钓鱼城街道今
年初制定的“30件民生实事”中，就有
专门解决群众买菜难的内容，因此顺
利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得以解
决。

当从根源上解决买菜难、卖菜难
的问题后，钓鱼城街道办事处才真正
启动取缔程序。7月15日，钓鱼城街
道办事处张贴取缔“江滩菜市场”公
告，明确将于7月18日正式取缔辖区
盐溪桥社区嘉滨路江润广场段的临时
菜市场。

“公告贴出当天，我们可是如临大
敌。”合川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钓
鱼城执法大队教导员吴先勇坦言，作
为一线执法者，他当初对只留3天时
间就取缔是持保留意见的，“原因很简
单，这事涉及面太广，矛盾又纠缠在一
起，3天时间怎么可能解决？”

“7月18日早上六点多，我们就
到达现场，但现场情况让我们有点
懵。”吴先勇笑着说，那时正是摊贩们
开始摆摊的时候，但那里空空荡荡，一
个摊位都没有。“我们有些纳闷、也有
些忐忑，一直等到上午10点，中间只
来了3个打听消息的摊贩，听了解释
就走了。”

与此同时，一家名为“江润便民菜
店”的临时菜市场，已在被取缔的“江
滩菜市场”马路正对面正式营业。

“现在都过去四个月了，那个存在
了十多年的菜市场，再也没有卷土重
来！”吴先勇感慨，从事城管这么多年，
没产生一丁点儿纠纷就取缔一个马路
菜市场，还是第一次遇到。

一个十余年的非法菜市场短短3天被依法取缔

这场取缔行动为什么“零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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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翔 通讯员
袁启芳）一叠厚厚的调解工作笔记本、
一面五星红旗，就是一个故事。11月
15日，巴南区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报告会。6
名报告团成员均带着他们工作或生活
中的物件，通过讲述他们与物件的故
事，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他们坚守初心使
命、敢于担当作为的先进事迹。

此次报告会，巴南区通过引入物
件的方式，不仅更亲切直观，也使宣传
效果从“见人见事”向“见人见事见物”

提升。
一本本社区调解工作笔记本展现

在大家的眼前，里边密密麻麻的文字
饱含着主人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

“跟党走，就对了！”今年89岁的崔连
喜已有71年的党龄。数十年来，崔连
喜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枪林
弹雨里穿梭，退休后又主动到社区义
务工作30年，长年为群众利益奔波，
还将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40余万元
毫无保留地捐赠给贫困家庭。

80后人民警察、土桥派出所“白

头探长”张熠带着一盘当年刘欢演唱
的《少年壮志不言愁》的磁带，讲述了
他受这首歌鼓舞而从警为民保平安的
初心故事；“倔强医生”鲁宏，带着一本
密密麻麻写着大量深奥的公式、数据
的实验记录本上场，回忆他“死磕”神
经影像领域近20年，最终取得科研成
果的艰辛历程；在班主任岗位上坚守
近30年的老师易家志，带来的物件最
特殊——是深爱着他的孩子们手写给
他的一张奖状；巴南区著名“茶二代”，
原本可以落户美国却选择回村的重庆

茶业集团总经理张璐，用一盒茶叶讲
述了她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故事；退
休后坚持在自家阳台升国旗的喻光厚
老人因病逝世，区融媒体中心主持人
刘贤科在喻老生前升过的国旗旁边，
讲述了他23年坚持“一个人的升旗仪
式”的感人故事。

一个个有“温度”的物件，引出一
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生动形象地呈
现了报告团成员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初
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的心路历程，让
现场频频响起热烈掌声。此次报告会
部分报告团成员的物件，将存放于巴
南区委宣传部策划的即将开馆的“巴
小萱文明物见·百姓博物馆”，让大家
随时能感受身边榜样的温度。

巴南用带着“温度”的物件讲述榜样故事

本报讯 （记者 颜安）11月1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奉节县安坪镇获
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该镇坚持“改”字贯穿始终，刀
刃向内积极开展问题整改，目前已销
号中央脱贫攻坚巡视发现的23个问
题，全面整改了县委巡察发现的84个
问题，启动了8个方面突出问题专项
整治，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场镇管网问题大家意见很大，没
想到我代表群众一反映，政府这么快

就行动了。”奉节县安坪镇下坝社区居
民陈休国笑呵呵地说。今年9月，陈
休国向安坪镇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
室反映，下坝场镇污水管网因年久失
修部分区域经常出现堵塞，让当地居
民生活十分不便。同时，公共区域绿
化因维护不及时也出现了多处行道树
和花草枯死等问题，影响了场镇外观
形象，希望政府解决。

“没想到镇里非常重视，把这件事
列入主题教育重点问题清单加以整

改，镇长作为牵头整改责任人，确保
12月底完成整改任务。”陈休国说，上
个月，镇政府向县水务局争取了149
万元的下坝社区环境整治资金，对场
镇的管网、绿化、公园、边沟等进行整
治。10月底，下坝社区环境整治项目
正式动工，目前已完成40%的工程
量，剩余工程将在12月底全部完成。

村民得到的好处不止于此。村务
公开是广大群众非常关注的事项，虽
然安坪镇各村通过村务公开栏、群众

会等形式进行了公开，但公开覆盖面
不全、更新不及时、内容不规范等问题
不同程度存在。尤其对于常年外出
户，村务公开一直存在短板。

9月以来，安坪镇投入35万元，
在12个村建立了电视公开平台，让在
家的村民能通过有线电视直接收看本
村党务、村务、财务公开事项，让外出
务工的村民只需要下载电视公开平台
手机App，就能查看村务公开事项，
补齐了村务公开的短板，推动了村务
公开线上线下全覆盖。“电视公开平台
太方便了，在电视和手机上就可以随
时随地查看全村的低保、医保等政策
和名单。”下坝社区居民刘果说。

奉节安坪镇刀刃向内整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