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增公厕、“增绿添园”、公共直饮
水点建设，是2018年-2019年重庆市
和江北区两级民生实事中的重要内
容。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这几件
民生实事，江北区已经保质保量超额完
成目标任务。其中，新增公厕33座，

“增绿添园”61.1万平方米，建成公共直
饮水点55个。

33座公厕缓解“如厕难”

为了配合第二届城市花博会的举
办，保定门城墙遗址公园内的公厕在今
年10月20日建成投用，面积约70平
方米，可同时供14人使用。花博会结
束了，公厕留下来方便了市民。

“这里新建了一座公厕，市民如
厕、新人换衣服都比较方便一点！”11
月21日下午，在保定门城墙遗址公园
内，婚纱摄影师胡扬说，保定门是新人
们喜爱去拍摄婚纱的地方，新建的公
厕为长时间出外勤的摄影组提供了极

大方便。
位于北滨路居然之家路口的公厕，

则在今年10月举行的重庆火锅节前投
入使用。“附近有公交车站，乘客、司机
和周围的环卫工人、小区居民，如厕都
比较方便。”江北区环卫所相关负责人
介绍，公厕还设立了无性别卫生间、杂
物间等，专人负责、专人打扫，确保整洁
卫生。

江北区还制定了厕所革命实施方
案，从建设品质、智能、民心、人文、社会
公厕五个内容入手，推动公厕建设，努
力打造“美观新颖、功能齐备、文明环
保、品质一流”的城市“第五空间”。

截至目前，江北区在2018-2019
年间已经完成新建公厕33座，新增对
外开放社会厕所69座，超额完成了市
级任务。另外，江北区还自行加压，今
年开工43个公厕项目，纳入区级政府
项目三年滚动计划（2020-2022），均
按照程序稳步推进。

14个公园绿点出门见景

塔子山公园以文峰塔闻名，滨江健
身步道适合锻炼休闲；三湾路社区公园
突出山地特色，是一座供市民放松游憩
的生态公园；高铁世纪广场突出“郊野”
特色，春有油菜、秋有葵花，万亩花海令

人沉醉……通过绿化景观、人行步道、
植被梳理、小品设施等建设，这些小空
间发挥出美化城市的大作用，进一步提
升了全区公园绿地服务功能。

2018年至2019年，江北区“增绿
添园”工程充分利用居住区闲置地块、
桥下空间、边坡空地，共新建各类公
园、绿点、游园14个，改扩建13个，新
增（含改造）绿化面积61.1万平方米，
超额完成市级目标任务。其中既有综
合公园，也有社区公园，还有滨河公
园，类型多样，远近不一，能满足不同
市民需求。

55处便民饮水点卫生方便

“口渴了，公园边就有免费的直饮
水设备，非常方便！”观音桥街道居民
龙梅，平时喜欢到嘉陵公园和朋友们
休闲健身。说起便民饮水设备，她连
声称赞。

公共直饮水设备位于浪漫金街一
侧的路口，非常显眼。直饮水设备具有
开水、温水和凉水三种，同时还有热水
锁，防止市民操作失误导致烫伤。

公园内过往人群多，不时有人前来
接水喝。与嘉陵公园一路之隔的朗晴
公交站场内，也有一处便民饮水点。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便民饮水点设置在

此，司机和乘客感到很暖心，饮水安全
也有保障。

2017年5月，江北区率先在全市
启动便民饮水点建设。目前，全区共有
55处便民饮水点，其中42套直饮水、
13套桶装水，切实解决了市民出门“饮
水难”。

为保证点位分布均匀、各点使用频
率高、各点饮水安全，江北区安排专业
人员，负责各点位实地勘测、布点方案
编制等相关工作。按照周边环境干净
整洁、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远离污染源、
位置显目、合理配置、方便使用和管控
等选点要求，江北区在商圈共设置13
处直饮水点，公园、景点共25处，密集
小区、车站等人流密集点共17处。

为了让市民喝得更安心，从饮水点
净水机里流出的每一滴水都要经过五
重过滤。同时，江北区还委托了第三方
检测单位针对辖区内各饮水点定期进
行抽样监测。

“目前，部分公共直饮水点位可在
百度、高德地图查询定位，搜索‘江北区
公共直饮水’即可。”江北区市政设施管
理所有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他们还
将不断新增直饮水，完善网上查询功能
和现场查询功能，服务更多市民。

江北区融媒体中心 黄丽丽

新增公厕33座 建成直饮水点55个
2018年-2019年民生实事超额完成

12月5日下午，铜梁区金龙体育馆，扎龙艺人正在赶制龙灯产品。
进入冬季，铜梁进入了“龙忙”时节，全区10余家龙灯生产厂（场）将在3个多月

的旺季里，生产出近6000万元的龙灯产品，满足市内外客户的需要。
铜梁区融媒体中心 赵武强 摄

“当了大半辈子农民，一年到头，常
常是付出的劳力多，收入却不高。哪能

想到，如今靠着土地入股村里合作社，
每年就能增收上万元，简直就像坐火
箭。”60多岁的渝北区大盛镇青龙村村
民黄福全望着村里的水果产业基地，难
掩激动。

如今的青龙村，全然看不到过去
杂草丛生的模样，层层田垄缠山绕

梁，株株果苗迎风摇曳，充满生机。
“青龙村现代化水果产业基地已成为
重庆市第一个丘陵山区集机械化、自
动化、信息化的现代化水果产业基
地。”青龙村党总支书记黄志言语间满
是自豪。

青龙村探索由村集体成立合作社，

对全村土地实施土地宜机化改造，栽种
优质果树，同时在果园陇上种植当季的
荞麦、南瓜、大豆等经济作物，为村民带
来致富新希望。

“全村2350亩土地的宜机化整治
已经完成，栽种柑橘树4.2万株。按照
未来收益测算，3年后，基地仅水果产
业收入就能实现每户增收上万元，预计
5年后将实现每户增收3万元左右。”黄
志介绍，“看着如此有奔头的集体经济，
大家都干劲十足，很多年轻人也愿意回
家乡来发展了！”

渝北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万桃利

村民土地入股合作社 每年增收上万元
渝北青龙村荒地宜机化改造,为村民带来致富新希望

“别忘了，年底前要把医保办了，否
则享受不到明年的医保待遇哦。”

“放心，现在缴费这么方便，还可以
网上缴费的嘛。”

3日上午，在九龙坡区石桥铺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黄芳如往常一
样来开中药，药房工作人员的叮嘱，让
她感觉特别温暖。

如今在九龙坡区，医保越来越得到
普通市民和企业的重视，截至目前，该
区户籍人口医保参保基本实现全覆盖。

4.32万困难群众无遗漏

“多亏有医保，给娃儿也减轻了负
担！”78岁的刘洪（化名）是九龙坡区含
谷镇崇兴村村民，患有肺癌，长期需要
住院。担心看病贵，给子女增加负担，
成了老人的心病。

去年，在村居干部的宣传下，老人
参加了一档居民医保。就在9月，老人
又住进了九龙坡区人民医院，一住就是
一个月。这次共产生15682元的费用，
经过医保组合政策报销，刘洪最终自费
部分不到2000元。“今年我住了好几次
院了，那天工作人员给我算了算，医保
今年总共给我报销了7万多块钱！”现
在，老刘回到村里，见人就说医保的好，
呼吁邻里乡亲一定要尽快买上。

目前九龙坡区户籍人口95.02万
人，常住人口逾120万人。从2016年
至今，职工医保参保人数从47.11万人
增长到52.39万人，居民医保参保人数
从45.8万人增长到54.52万人，总参保
人数106.91万人，全民参保基本实现，
做到了“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主动服务获好评

如何做好医保服务？自然得从群
众需求入手。

九龙坡区进一步简化医药服务机
构的医保定点流程，由原来的审批制改
为评估制。只要医药服务机构具备了
相应条件并通过评估，即可开展医保服

务。截至目前，九龙坡区有定点医药机
构1216家，其中医疗机构469家、零售
药店747家，定点机构数量排名全市前
列。

位于二郎的九龙坡区医保服务大
厅，配备了叫号系统和自助查询设备，
探索推广“综合柜员制”服务，各窗口可
根据当日群众办事需求灵活调整服务
种类，排队问题大为缓解。大厅里还配
备指导人员，随时答疑解惑，手把手指
导老人办理业务。

为了更加方便群众办事，九龙坡区
积极推进医保业务下沉，将特病申请、
领证下放到体检机构，参保群众可根据
自己的需要，就近办理特病；异地就医
备案也由过去的窗口办理拓展到手机
客户端、电话、传真、指定医院均可；另
外九龙坡区还取消了居民医保参保、生
育保险报销等相关证明材料，避免群众
来回跑路。

严打骗保维护群众权益

对待医保欺诈和骗保行为，九龙坡
区坚决严厉打击。

九龙坡区出台了医疗保险定点医
疗机构监控预警与分级管理办法，畅通
了定点医疗机构进入退出渠道。今年
以来共开展现场检查927家次，组织各
类专项检查行动8次，基本做到现场检
查全覆盖。

该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群众
代表作为医保基金社会监督员，积极参
与监督工作。目前，九龙坡区医保局共
接到举报20余次。通过有奖举报制度
的实施，参与监督的群众也将越来越多。

截至今年10月，九龙坡区通过各
种监督举措，共计追回医保基金
608.25万元，处理违约金1280.3万元，
暂停24家（次）定点服务机构医保结
算，解除4家定点服务机构医保服务协
议，有效维护了基金安全和群众的合法
权益。

九龙坡区融媒体中心 高晓燕

户籍人口医保参保
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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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万盛青山湖湿地公园色
彩斑斓，景色迷人，吸引了众多的游客
前来游玩。近年来，万盛经开区以生态
文明建设为抓手，对域内山河、湖泊及
农村环境进行有效治理，使山更青、水
更绿、环境更优美。

特约摄影 曹永龙

湿地公园画中游

龙灯之乡扎灯忙

“住瓦房走泥路随地一片脏乱，
改风貌变环境到处满目清新”。这
幅对联是彭水县桑柘镇李家居委杨
家新村 4 年变化的真实写照，也是
该镇通过政法工作扶贫改观村居村
貌，改善居住体验的一个侧影。

“居住环境的变优，居住体验的改
善，从侧面反映出了我镇居民收入的
增加。”桑柘镇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该镇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
事和第一民生工程，锁定“户脱贫、村
销号、县摘帽”目标，认真落实“两不愁

三保障”和“六个精准”“五个一批”要
求，为贫困人口撑起了“保障网”。

今年，桑柘镇充分发挥政法职能
优势，压紧压实帮扶干部的责任和担
当意识，以铁的纪律和作风推动脱贫
攻坚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上，该
镇及时调整成立了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攻坚战工作领导小组，强化和落实
了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
导具体负责、其他领导“一岗双责”的
领导责任；同时，坚持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攻坚战工作例会制度，做到党委
政府班子成员每季度召开一次专题
会议，镇平安办每月召开一次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工作会议。

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该镇今
年3月成立的“五老自治队”共化解
矛盾纠纷13件，参与法治宣传8次；
镇上每月1日和16日为固定的矛盾
纠纷排查日，对排查出的重点人员、
重点问题和各村上报的疑难纠纷分
析梳理，制定化解方案，明确包案领
导、包案人员和化解时限，坚决把问

题发现在一线，把隐患解决在村组。
“今年以来，镇村共排查出土地、

林地、邻里等各类矛盾纠纷129件，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0.81%，调处成功
121件，成功率达93%以上。”该负责
人介绍说，政法机关应主动发挥职能
作用，创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为
脱贫攻坚注入了法治动力，这便有了

开头旧貌换新颜、居民住得舒心的一
幕。

不仅如此，随着人居环境的“升
级”，桑柘镇的产业发展也迎来新的
机遇。

其中，大喜村、尖山村、太平村等
种植烤烟1.72万亩，太平村、茶新村
等种植高山蔬菜3000亩，白龙村、桑
柘社区种植羊肚菌300亩……

“在探索政法扶贫新路径上，桑
柘镇逐渐呈现出产业开花、农民收果
的喜人局面。”该负责人说。

任朝培

彭水县桑柘镇 探索政法扶贫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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