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价格投诉 12358 消费者申诉举报 12315 电力投诉 95598 自来水投诉 966886 燃气投诉 67850498 电信用户申诉 12300 质监投诉 12365 交通服务热线 96096 旅游质量投诉 63866315 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投诉 63672076

要闻 6CHONGQING DAILY

2020年5月27日 星期三
编辑 逯德忠 主编 谭永超 美编 何洪

●5月25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邓
恢林赴重庆高新区督导检查全国两会期间
安保及调研指导公安工作，看望慰问基层一
线民警。 （记者 周松）

本报讯 （记者 杨骏）5月25日，
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段成刚赴悦来片区和部分
公园调研两江新区城市品质提升工
作。

段成刚先后来到悦来国际会议
中心、悦来滨江路景观平台工程、悦
来滨江生态公园、金州公园和九曲河
湿地公园，实地察看了解场馆改造提
升、市政设施配套、生态环境保护等
工作。

段成刚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和对重
庆发展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市
主城都市区工作座谈会精神，瞄准国

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方向，把
两江新区打造成为公园城市和智慧城
市样板。要保护好生态本底，运用好
智能要素，统筹推进城市绿道、坡坎崖
绿化美化、公园提档升级等工作，将智
能化场景、智慧化管理融入城市建设
各方面。要推进产城景深度融合，将
品质提升与功能完善统筹起来，实现
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增强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紧扣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深化跨流域跨区域生态保护合作，
守护好新区“一半山水一半城”生态格
局。

段成刚在调研两江新区城市品质提升工作时强调

加快推动两江新区
打造公园城市和智慧城市样板

本报讯 （记者 黄乔）5月 25
日，重庆市专家服务中心和四川省专
家服务中心签署了《川渝专家资源共
享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并成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专家服务
团”。来自川渝两地各行业的首批60
名专家人才，将在5天时间里分批前
往四川省内江市多家企事业单位开展
帮扶活动。

据了解，《协议》主要包括建立川
渝专家资源共享制度，开展川渝专家
智力服务活动，共同争取上级部门支
持开展相关活动、建立两地专家人才
共享合作工作机制四大方面。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专家服

务团这种组织形式，在四川省和重庆
市专家服务基层活动中尚属首次。据
了解，接下来5天时间里，60名来自
川渝两地各行各业的专家人才将分批
前往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威远县、隆
昌市、市中区、东兴区和市内企事业单
位，围绕医疗卫生、教育、旅游、环保、
企业管理、风险防控、工业等领域开展
帮扶活动。他们将通过举办专家讲
座、现场示范、专题辅导、技术培训、对
口指导等方式，帮助解决所到单位和
项目发展中的突出重难点问题，为相
关领域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川渝两地计划今后每年将各集中
组织实施1次专家服务团活动，按需
选择服务项目、择优选择帮扶专家、组
团开展帮扶活动。两地专家将围绕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点任务、川
渝合作重点项目、人社事业发展重大
课题等谋计献策；围绕川渝两地创新
驱动发展需求，联手开展跨区域、跨平
台、跨学科、跨领域的智力合作和智力
成果转化。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专家服务团成立

首批60名专家走进内江开展帮扶

政务简报

本报讯 （记者 彭瑜）5月26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忠县获悉，忠县自
2018年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建立追溯救
助机制以来，累计惠及新增因病致贫人
口38人，发放救助资金188.5万元。据
了解，该机制针对因病致贫人口，从贫
困确定之日起，追溯前12个月的住院
个人现金支付费用，并纳入县级健康扶
贫医疗救助范围。

2018年，忠县对全县215户新增因

病致贫人口开展调查，发现有31户32
人自纳入贫困人口前12个月内，因病住
院和在重大疾病门诊产生的个人自付费
用达3万元以上，最高达到12.25万元，
合计自付费用282.5万元。

“这部分贫困人群因病负债多，增
收脱贫能力弱。”忠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2018年起，忠县针对县域内因病致
贫农村建卡贫困人口，自纳入国家扶贫
开发信息系统起追溯前12个月，因病
在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

和医保特病重大疾病门诊医疗费用，经
居民医保、居民医保大病保险、城乡医
疗救助、困难群众临时救助等各类报销
及救助后，个人现金支付医疗费用累计
达到3万元及以上的，对个人现金支付
医疗费用的60%纳入县级健康扶贫医
疗救助范围，构筑了“从源头到末端”阻
增量、控变量、减存量的全链条基本医
疗保障模式。这样一来，既大大减轻新
增贫困人口经济负担，又增强了他们的
脱贫信心。

2017年，忠县拔山镇村民潘晓蓉
因风湿性心脏病手术产生医疗费用
13.84万元，合作医疗等报销了4.6万
元，个人支付9.24万元。同年12月，潘
晓蓉被评定为农村建卡贫困户。2018
年，当地政府按照新增贫困人口追溯救
助政策，为她落实了6.74万元健康扶贫
医疗救助金额，最终个人自付医疗费用
仅为2.5万元，自付费用比例从之前的
67%降到了18%。2018年底，潘晓蓉
一家已顺利脱贫。

忠县建立因病致贫追溯机制
38人获188.5万元医疗救助

□本报记者 周尤

江面波光粼粼，清澈透明，倒映着
青山和蓝天，这是重庆日报记者近日在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看到的郁江。
但在7个月前，郁江还是另一番景象。
由于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不足，导致排
入郁江的水不达标，河水污染较重，群
众意见较大。

彭水县纪委监委驻县生态环境局
纪检监察组获悉情况后，深入乡镇明察
暗访，督促该县生态环境局完成了郁山
镇、润溪乡、彭水一中等3座乡镇污水
处理厂扩容技改。

“现在，下再大的雨都不怕有黑水
排到郁江里面了，村里的娃儿又可以在

河边耍了！”在郁江流经的芦渡湖社区
一组，村民李小东高兴地向前来回访的
纪委监委干部说。

督促彭水县相关部门和乡镇加大郁
江污染治理，只是我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履行环保督察职能职责的一个例子。

垃圾不见了，美丽乡村回来了

“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山上映
山红艳艳、山下苍蝇黑压压。”去年11
月，巴南区委启动第十轮巡察，巡察组
刚进驻鱼洞街道不久，就听到了这首在
大中村居民中广为流传的打油诗。

大中村坐落于鱼洞中坝岛上，常住
村民2200余人。岛上公路两旁生活垃
圾、枯枝树叶大量堆积，污水塘、露天粪
池遍布，影响了村民生活。

巡察组迅速开展现场走访，在了解
情况属实并经研究后，向区委巡察工作领
导小组作了汇报。4月10日，根据领导
小组要求，区委巡察办针对大中村场镇

“脏乱差”等问题发出巡察建议书，督促有
关部门切实解决中坝岛人居环境问题。

相关部门立行立改，投入17万元
项目资金，为320口露天粪池加盖。大
中村党委动员岛上居民，对陈年垃圾、
树木枯枝、道路、沟渠等进行彻底清
理。在此基础上，区纪委监委督促相关
单位建立农村环境保护长效机制。

目前，该村已落实2名保洁员、4名
志愿者常年对道路进行清扫和维护，并
积极争取资金，做好庭院绿化、美化等
工作，有效改善了村民的人居环境。

受益的不只是大中村，巴南区龙洲
湾街道沿河村也在监督下变了模样。村
民黄有初感叹：“原来去旱厕，夏天有蚊
蝇叮咬、冬天要刮风挨冻。现在好了，厕
所改造后干净整洁，一点臭味都没有。”

厕所改造，看起来事不大，却与老
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按照区纪委监委
的安排部署，龙洲湾街道纪工委盯紧农
厕改造各个环节，督促街道加强资金保
障，严格建造标准，规范资金使用，确保
建一个成一个，为农村群众创造良好的
如厕条件。

现在，沿河村居民房前屋后整洁有
序，看不到垃圾，也闻不到过去厕所散
发的臭味。以往草堆、粪堆、垃圾堆也

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干净整洁的标
准卫生间。

截至目前，龙洲湾街道已改造农厕
848口。今年，该街道还将实施农厕改
造283口，让村民在年底前都能用上干
干净净的厕所。

污水处理了，群众的“心病”好了

“这半年多来，村里污水处理了，生
活环境改善了，我们的心情也亮堂了。”
家住长寿区葛兰镇葛兰村五组的村民
廖伟高兴地说。这与半年多之前，他到
区纪委监委反映葛兰综合污水处理厂
排污问题时的情形大相径庭。

葛兰综合污水处理厂负责处理葛兰
园区内的工业与生活污水，保护周边村
居环境，但随着园区内企业数量和规模
的不断扩大，加上常住人口的增多，污水
处理厂的设计标准已无法满足实际需
要，污水横流、臭气熏天成了困扰葛兰
村、天台村、金山村87户群众的“心病”。

“如果放任污水自流，不仅影响村
容村貌，还会影响群众身体健康和破坏
生态环境，必须加强监督检查，严肃追
责问责。”长寿区纪委监委迅速派出调
查核实组，实地查看、走访群众，收集掌
握第一手资料，并对落实环保责任不
力、整改效果不明显、导致该厂超标排
放污水造成环境污染的相关负责人进
行问责。

问责不是目的，倒逼责任落实才是
关键。长寿区纪委监委以此为契机，对
全区工业、生活污水治理工程运维、技
改、扩容等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针
对发现的工程提标改造、技改、扩容进
度缓慢，废水预处理设施不配套，雨、污
管网布局不清，污水直排等问题，向区
生态环境局发出监察建议，督促区生态
环境局深化落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政治责任，着力从齐抓共管大联动、长
效执法、“网格化”监管、健全考核机制、
落实责任追究等方面发力，构建全社会
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机制。

由此，一场覆盖城乡村居的工业、
生活污水治理行动在长寿区全面拉
开。目前，该区已先后完成长寿经开区
重点区域管网可视化工程，第一批6个
街镇污水管网整改修复，并启动乡镇污

水处理厂24小时在线监测系统建设。
葛兰综合污水处理厂就是第一批完成
整改被纳入24小时在线监测的污水处
理厂之一。

“‘心病’去了，生活舒心了，干事创
业的劲头也更足了。我们群众也要自发
参与环境保护和整治，让村居颜值美出
新高度。”天台村七组村民杨军力表示。

养殖污染治理了，长效机制建起了

近段时间，从南川城区到石墙镇黑
溪河一带来钓鱼、玩耍的人越来越多，
当地正在考虑发展乡村旅游。

几年前，因为周边多家养殖场乱
排，流经石墙镇、楠竹山镇的黑溪河黑
得发臭，是一条“人躲着，鱼不来”的臭
水河。如今黑溪河变化的背后，是南川
区纪委监委精准监督问责的强力推动。

此前，南川区也对黑溪河治理进行
过多次综合督查，但石墙镇和楠竹山镇
始终未能拿出有力措施予以整改。该
区环保部门跟踪督查发现，一些养殖场
屡查不改，仍将污水直排入河。

三年前一次“家门口的接访”，让事
情有了转机。当时，南川区纪委监委干
部来到石墙镇石蛾村走访，了解到关于
黑溪河污染问题。区纪委监委随即召开
问题分析研判会，会上大家讨论激烈。

南川区纪委监委果断决定启动问
责程序，两个调查组随即到镇里展开调
查。调查组同志顶着烈日走访养殖户，
现场查看粪水排放、环保设施建设等情
况，提取黑溪河流域监测数据，对乡镇
环规站站长、分管环保副镇长、镇长进
行个别谈话核实，终于查准摸清了问题
症结。最终，石墙镇副镇长鲜某、楠竹
山镇副镇长程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其
他人员也受到谈话提醒等相应处理。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很快，
两镇全面启动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
采取一户一策措施，推进禁养区养殖场
关闭搬迁或转型，规范整治限养区和适
养区养殖场。

现在，石墙镇以此次畜禽养殖整治
为契机，建立起了保护黑溪河长效机
制，引导沿岸发展晚熟李、辣椒、药材、
养虾等产业，为村民创造了新的创业、
就业机会。

用法纪守护绿水青山
——重庆纪检监察机关精准有力监督农村环境整治

5 月 24 日,市民在新建成的沙
坪坝渝碚路清水溪休闲湿地公园
健身散步玩耍。据了解,此前这
里是一片荒坡和一条臭水沟。去
年 10 月，渝碚路街道对该片区进
行改造，占地 4.2 万平方米、植被
丰富、水清岸绿的清水溪休闲湿
地公园于今年 5 月初建成并对市
民开放，给附近多个小区的居民提
供了一个健身休闲、观光游玩的好
去处。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荒坡变公园

■2020 年中央一
号文件《关于抓好“三
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
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
意见》中提出，要扎实搞
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治理农村生态环境突出
问题。

■农业农村污染治
理是推动农业转型发展
的重要抓手，是实现乡
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用
精准有力的监督促进农
村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治
理，保障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是纪检监察机关必
须履行好的职责。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重庆日
报记者近日从市水利局获悉，自全面
推行河长制以来，重庆已有10个区县
与四川相邻县（市）建立跨界河流联防
联控机制，推动跨界河流联动治理取
得了明显成效。

南溪河全长92公里，是重庆市合
川区三庙、二郎、燕窝、古楼、龙凤与四
川省武胜县万隆、清平等7个乡镇的
母亲河，流域内一直以来水质污染严
重、河道脏乱突出。自2017年以来，
相邻7个乡镇签订联合共治协议，通
过采取整治污染源、污水直排口及河
道清淤等措施进行联动治理，先后整
治污染源39处、污水直排口8处、清
淤1.1万方，如今的南溪河越来越清
澈。

这只是川渝联合整治跨界河流
的一个缩影。市河长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四川、重庆共处长江上游，境内
跨界河流有长江干流，嘉陵江、渠江、
涪江等重要长江支流，境内干流长度
占整个长江干流长度的39.37%,流
域面 积占 整 个 长 江 流 域 面 积 的
30.78%，肩负着共筑长江上游生态

屏障的历史使命。自全面推行河长
制以来，重庆不断深化跨界河流管理
保护，各区县因地制宜，与四川相邻
县（市）建立完善集中巡河、交叉巡
河、污染联治等多项机制。目前，全
市共有 10 个区县与四川省相邻县
（市）签订合作协议39项，推动跨界
河流联动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如
荣昌区与四川内江的东兴、隆昌、泸
县等地签订合作协议，建立跨区域、
跨流域的专项会商、应急联动、监测
联动、信息共享等联防联控机制。铜
梁区、潼南区与四川省资阳市、遂宁
市签订河长制合作协议，深化上下
游、左右岸污染联动治理机制。

在川渝两地河长的共同努力下，
跨界河流水质进一步向好。以琼江为
例，潼南区与四川遂宁市等地一体化
推动琼江流域综合治理，通过召开联
席会议、开展流域清漂、关闭养殖场等
措施，发现并解决岸坡垃圾、尾菜堆积
等15个问题，清理垃圾、漂浮物1000
余吨，同时实时监测琼江流量、水位，
科学采取闸坝联合调度措施，保证了
琼江的生态流量。

重庆已有10区县与四川相邻县（市）
建立跨界河流联防联控机制

本报讯 （记者 周松）5月25日，
记者从市禁毒办获悉，为迎接第三十三
个国际禁毒日的到来，重庆将在全市范
围内正式启动2020年全民禁毒宣传月
系列主题活动。

据悉，本次全民禁毒宣传月将围绕
“最美禁毒志愿者”评选、公益广告（短
视频）征集、禁毒公益创投项目申报等
活动，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开展禁毒
宣传。期间，市禁毒办还将推出禁毒知
识网络问答、禁毒宣教互动小游戏等融
媒体产品，让更多青少年学生群体及广
大市民积极参与其中。

日前，2020年重庆“最美禁毒志愿
者”评选活动已正式启动，参加评选
的禁毒志愿者要求参与禁毒志愿服务
1年以上，年平均服务时间不少于60小
时或参与禁毒志愿服务不少于10次。
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可在5月29日前将
个人信息与详细事迹材料提交至
cqjd0626@163.com。

即日起至6月7日，市禁毒办将在
全市开展禁毒公益广告（短视频）征集
活动。作品时长为15秒、30秒、45秒、
60秒四种规格之一，30秒为佳，单位或
个人可通过指定邮箱cqjd0626@163.
com进行投稿。

此外，今年重庆市禁毒办将在全市
范围内首次开展禁毒公益创投项目申

报活动。无论是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
的社会组织，还是重庆市内高校志愿服
务团队，只要成员不少于3人，项目的
实施地域在重庆市范围内，均可报名参
加。符合条件的团队可在6月10日前
填写禁毒公益创投项目申报书，发送电
子 版 及 盖 章 扫 描 版 至 电 子 邮 箱
cqjd0626@163.com。

重庆启动2020年禁毒宣传月系列活动
包括“最美禁毒志愿者”评选、公益广告（短视频）征集、禁毒公益创投项目申报等

本报讯 （记者 王翔 通讯
员 郑三清）5月22日，重庆潼南、四
川遂宁两地正式签订《深化遂潼市场
监管一体化合作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工作合作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标志着遂潼市场监管一体化
合作正式迈入实施阶段。

《协议》明确，双方将围绕加快建
设“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

区”，打造成渝双城相向发展支点目
标，加快遂潼市场监管一体化，提升监
管服务效能，共同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推动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知
识产权保护高地，打破地区封锁，破除
市场垄断，建设统一开放、规范有序的
市场体系，共同推动遂潼一体化发展。

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市场准
入共优营商环境、重点监管共守安全
底线、高质量发展共创竞争优势、执法
办案共建公平竞争环境、监管维权共
护市场秩序、知识产权合作共促创新
发展、项目合作共推民营经济、人才交
流共筑基础保障8个方面，共同推进
遂潼两地市场监管工作，助力遂潼一
体化发展。

潼南遂宁推进市场监管一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