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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川区全力推进“三心信访”建设

解决问题“下深水”服务群众暖民心
时间跨度较长、涉及单位众多、责

任主体不明确……面对信访难题，合
川区坚持高位推动，注重主动服务，突
出源头防控，强化多元化解，全面建设
守初心、亮决心、暖民心“三心信访”，
交出了一张平安建设的出色答卷。

聚力攻坚解决问题“下深水”

“感谢政府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我
们对处理结果很满意。”2019年底，合
川区城北市场二期的业主们终于拿到
了盼望已久的不动产权证。

这是一件历时 17 年的信访积
案。2002年，城北市场二期项目负责
人罗某身患癌症，无力偿还用在建项
目作抵押的银行贷款，导致该项目所
涉及的174套住房、132个门市的不动
产权证多年来无法办理。

面对这件“时间跨度长、办件人员

几经轮换、资料和信息难以追溯”的积
案，合川区高位推动，区长多次专题研
究，分管区领导包案化解，组建区法
院、区政府办、区信访办等多部门联动
的工作专班，先后召开协调会议20余
次，全面梳理找准症结，并明确专人负
责跟踪督办。经过不懈努力，这件历
时17年的信访积案得到圆满解决。

近年来，合川区通过责任单位挂
牌督办、信访部门牵头协调、区级领导
包案化解、联席会议定期处置等措施，
解决了一大批信访矛盾问题。据统
计，2020年以来化解疑难突出信访问
题130余件。

多元化解减少群众“信访累”

“就在上个月底，项目拖欠的400
多万元工资都到账了，工友们终于安
心了。”合川区某工程工人代表高兴地

对回访工作人员说道。此时，距离多
部门联合接访解决此事仅过去15天。

“联合接访”是合川区多元化解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合川区加快推动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协调联
动，推进完善落实访调对接、诉调对
接、警调对接，通过聘请律师参与接
访，邀请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参与信访工作等方式，不断提升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水平。“群众议事亭”“老
兵说法团”“超哥调解室”等基层调解
品牌不断涌现，将绝大多数矛盾问题
化解在源头，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0%
以上。

畅通渠道服务群众心贴心

“网上信访代理员帮我们提交诉
求，我们反映问题更方便了。信访干
部下访来了村里，问题处理得很及
时。”今年4月，合川区南津街街道梁
坝村的22户村民因被拖欠土地租金，
在网上信访代理员的帮助下，从“云
端”向合川区人民政府提交了诉求，及
时得到了妥善解决。“信访代理”打通
了信访受理的“最后一公里”。

随着网上信访信息系统的规范运
行和“合川信访”微信公众号、“合川信

访”官方头条号等平台的建设完善，合
川区网上信访水平不断提升。今年前
三季度，合川区网上信访占比达
67.5%，掌上信访逐渐成为群众首选。

同时，合川区开通信访服务热线，
24小时接听、受理群众诉求。视频接
访系统也已延伸到各镇街，远程面对
面实时接访已成为现实，基本实现了
信、访、网、电、视频“五位一体”，群众
反映诉求更加便捷。

“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我们一直
在路上。”合川区信访办相关负责人
说，“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信访工作制度
改革，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服务水平，持
续抓好信访矛盾化解工作，全力维护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平安中国建设
贡献力量。”

汪文静
图片由合川区信访办公室提供

带案下访解决拖欠土地租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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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维灯

树梢残雪未消，寒潮又至。
12月9日清晨，海拔超过800米的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铜鼓镇幸福村
王家坡严寒刺骨，然而，76岁的陈茂强
大爷家里却是热气腾腾，火塘里窜出的
火苗，温暖着屋里屋外忙碌的村民。

“我平时一个人在屋头，多亏了大
家照顾。”儿子常年在外打工，除了逢年
过节，陈茂强总是独自一人在家。当
天，他家杀了年猪，一大早就请来了左
邻右舍，“请大家来聚聚，表达一下我的
谢意。”

吃着热气腾腾的年猪饭，大伙儿谈
起了这几年的脱贫攻坚——

一桌感恩的年猪饭

屋外，杀猪匠陈德阳手起刀落，已
将200多斤重的年猪分割妥当；屋内，
火塘上的铁锅里，油星四溅。

灶台上，72岁的陈淑梅正将肥瘦
均匀的五花肉切成薄片；灶台下，52岁
的秦福香正往灶膛里添加着柴火……

陈茂强在屋里屋外转着，想帮忙，
却无从下手。陈淑梅扶着他在火塘边
坐下，“哥，你就坐到耍，和你妹夫摆下
龙门阵。”

“对头，你就等到吃肉，再喝两杯。”
妹夫石茂珍也已71岁，就着火塘里的
火苗点起了叶子烟，“往年，在王家坡轻
易吃不到肉哦。”

王家坡所在的老太平山，最高海拔
超过1200米。2019年之前，山上只有
一条“毛路”（机耕道）通往铜鼓场镇。
2004年，为修这条路，幸福村原村主任
陈茂旺摔下了悬崖，再也没醒来。后
来，“毛路”通了，但路况极差，沿途多是
悬崖峭壁，进出王家坡还是只能步行。

“赶铜鼓场，天不亮出门，天黑尽了
才能到屋。”铜鼓镇镇长李俊辉介绍，因
为路不好，生产物资运不上山、农产品
变不了钱，贫瘠的土地种出来的粮食要
填肚子，很多人舍不得用来喂猪。“过
去，王家坡的人难得吃上一次肉。”

“吃不上肉不说，忙一年，新衣服都
买不起一件。”灶台旁，陈德阳手里剔着
骨头，嘴里却不闲着，“以前，我这个杀
猪匠，一年在王家坡都杀不到两头猪。”

2019年年底，铜鼓镇改造并硬化
完成场镇至王家坡的12公里“毛路”，
连通了山腰的李阳村和山下的清泉村，
形成了一个20公里的环道。

路没通时，乡亲们没少帮陈茂强的
忙。现在，路好了，猪能变成钱。他靠喂
猪脱了贫。当天，陈茂强特地杀了一头
大肥猪宴请大家，表达感激之情。

再不用背羊子下山了

火塘上、铁锅里，熟透的三线肉片
片晶莹剔透，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火塘

旁，人们围坐一圈大快朵颐，讲述起关
于路的故事——

55岁的宋普家住李阳村，他是陈茂
强的表弟，养了10多年的山羊，但每年
只能喂一二十只，不敢扩大养殖规模。

“背羊下山不但累，还很危险。”宋普
猛吃了一坨肉，告诉大家，走山路，就怕
羊子在背上挣扎，稍不留神就会摔下悬
崖。他说：“一只羊子能卖1000多块，但
眼巴巴地看着这钱，就是不敢挣。”

现在，王家坡的路通了，山上的村
民很多都脱了贫。宋普也扩大养殖规
模，养了200多只羊子，还有10头牛。

“再不用背羊子下山了。”宋普说，
现在都是在家坐等买家上门买羊，自己
只负责把羊子养大就行。“一年下来纯
收入也有5万多块钱。”

宋普的儿子儿媳在江津中心医院上
班。他计划着，明年开春去考个驾照、买
辆车，到时拉上两只羊子去看亲家。

二两苞谷酒下喉，男人们黝黑的脸
庞泛着红晕。食物的香味、对未来生活
的憧憬，让他们忘却了屋外的寒冷，也
暂时忘记了劳作的艰辛……

扩种了200多亩烤烟

残雪挂枝的老太平山上，陈茂强家
中的杀猪饭暖意融融；细雨飘飞的老太
平山下，接到陈茂强邀请却有事未能出
席的陈江海满心遗憾。

陈江海是幸福村三组村民，家住山
下，但他多年在山上种植烤烟，与王家
坡村民大都熟识，种烤烟时请人工也大
多优先考虑山上的贫困户。

以前，烟苗种植、管护、烟叶采摘、
背烟叶下山……陈江海都要请人工，一
年下来，人工费就近5万元。特别是背
烟叶下山，经常是有钱都请不到人。

“路太烂，背起百把斤走在崖边边
上，吓人！”陈茂强说，背烟叶下山，每人
每天的报酬是100元，比其他活儿多
60至80元，但许多人对此望而却步。

“大家想挣钱，但更要命啊。”
即便有人背，但遇到路不通，烟叶

也时常烂在老太平山上。陈江海回忆，
有一年下大雨，把燕子岩的“毛路”冲垮
了，大半烟叶只好烂在地里。他告诉记
者，遇到好光景，种80亩烤烟，除去人

工等费用，也就能赚个万把块钱；碰到
灾情，就亏大了。

前几年，陈江海始终不敢扩大烤烟
种植规模，有时甚至想打“退堂鼓”——
撤离老太平山。去年底，这条环路打通
后，他的想法改变了。

“不愁运不下来了，肯定要多种
点。”今年，陈江海的烤烟种植面积扩大
至300多亩。他告诉记者，扩大种植规
模，虽然土地流转和烟苗种植管护、烟
叶采摘的人工费用会增加，但运送烟叶
下山的费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算下
来，每年的人工费可以节约近一半，利
润还提上去了。”

今年，尽管天气不好，300多亩烤
烟仍然给陈江海带来了近 6万元收
入。他说，只要天老爷照顾，预计明年
纯收入能超过10万元。

500 多亩烤烟、300 多亩青花
椒、近6亩大棚草莓、50亩季节性蔬
菜……饭菜还冒着热气，陈茂强和他
的邻居们已微醉，细数着路通后，幸福
村新发展起来的产业，他们脸上露出了
幸福的笑意。

酉阳铜鼓镇幸福村王家坡陈茂强杀了年猪，请来左邻右舍——

围坐年猪席 村民说些啥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2月 15
日是“世界强化免疫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2019年全市
全年提供1103.62万剂次预防接种服
务。值得注意的是，接种疫苗并非儿
童专利，中老年人应提高疫苗预防疾
病意识。

据了解，中老年人因免疫力随着
年龄的增长而不断下降，成为众多疾
病的易感人群。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感染科主任高志良指出，中老年人
应根据自身情况，接种流感疫苗、肺炎
球菌疫苗、重组带状疱疹疫苗等预防
中老年人最常见的几类感染性疾病。

以带状疱疹为例，在目前治疗方
法有限的情况下，接种疫苗是预防带
状疱疹的有效手段。“带状疱疹的发病
率随年龄增加而增加。带状疱疹除了

会在身体单侧出现成群的水疱，令人
饱受皮疹之苦外，最常见的并发症是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导致灼烧、电击、
刀刺般疼痛，发生率随着年龄增加而
上升，部分患者的疼痛甚至可以超过
一年以上，有的可以达到十年甚至更
长，对患者自身和家属的生活质量都
有非常大的影响。”南岸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朱玲介绍，50
岁以上人群，是带状疱疹的易发人群。

据介绍，目前，我市正推进数字化
预防接种门诊建设，为居民提供进门
取号、语音呼叫、屏幕显示、接种信息
打印、刷卡留观等服务。全市数字化
预防接种门诊由2018年的 149个增
加到2019年的352个，进一步提升了
预防接种服务流程、环境、质量和效
率。

打疫苗不只是儿童的事

中老年人最需要打这些疫苗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张天杰）12月1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获悉，为有效降低
岁末年初交通安全风险，全市公安交管
部门全面开启酒驾醉驾严管常态化模
式，全覆盖严查严处酒驾醉驾等违法犯
罪行为，确保群众出行安全。

相关负责人介绍，进入冬季，临
近岁末，亲朋聚餐增多，酒驾、醉驾行

为发生概率增加。此次将深入分析
酒驾醉驾规律特点，科学分配各执勤
点的警力，将査处重点放在城区主要
街道、餐饮娱乐场所聚集区、城乡接
合部周边道路以及事故易发点段；将
坚持定点设卡与警车巡逻相结合，确
保重点时段、区域、路段见警车、见警
灯、见警察，集中优势警力开展査处，
对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形成有力

震慑。
同时强化联动整治，提升工作合

力。各警种联勤联动，形成交警主导
部门配合、警种协同的联合治理酒驾
机制。组成执法小分队、机动队，将
警力向郊区、乡镇延伸，切实做到严
管严治，不留死角。此外，还将充分
利用路面LED显示屏、各媒体平台等
曝光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引导广大

驾驶人自觉遵法守规、安全文明岀
行。

在12月11日晚酒驾醉驾集中统
一行动中，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共设置
酒驾醉驾专项执法检查站130余个，
出动警力1100余人、警车160余台，
查处饮酒驾驶100余起，醉酒驾驶20
余起，其他道路交通违法行为1700余
起。

不留死角 全覆盖严查酒驾醉驾
重庆交巡警开启酒驾醉驾严管常态化模式

▲12月9日，酉阳铜鼓镇幸福村，陈
茂强（右三）和乡亲们一起吃饭。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陈茂强（中）和乡亲们正在杀年
猪。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2月 1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
悉，合川区人民医院、巴南区人民医院
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
院）通过验收评审，正式成为三级甲等
综合医院。

据介绍，截至2019年底，全市三级
甲等医院布局已扩大到21个区县，共有

36所，此次新增3所，重庆共有39所三
甲医院，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持续增长。
此外，全市医疗卫生机构编制床位共有
19.96万张，比2015年增长27.78%；卫
生人员28.80万人，全市“一街一中心、一
镇(乡)一院、一村一室”的标准化医疗卫
生机构服务网络基本形成，“农村30分
钟、城市15分钟”医疗服务圈基本建成。

重庆再添三所三甲医院

本报讯 （记者 王翔）12月 15
日，光大控股暨涪陵特斯联AI CITY
科技综合体项目正式签约落户涪陵。
未来，双方将携手打造百亿级涪陵特斯
联AI CITY产业生态圈，共同打造重
庆“智慧名城”样板项目。

作为光大控股在新经济领域发展的
核心战略平台，特斯联已发展成为科技
赛道的独角兽企业。该公司利用AIoT
（智能物联网）赋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是迪拜世博会官方首席合作伙伴。

此次签约落户涪陵的特斯联AI
CITY科技综合体项目，初期拟投资约

12亿元。项目选址涪陵高铁北站附
近，占地约132亩，建筑面积约20万平
米，由涪陵新城区集团与特斯联共同出
资成立的项目公司负责建设运营。双
方还将共同出资成立数字经济创投基
金，依托科技综合体，导入光大产业生
态圈的“智能服务机器人”“智慧车路协
同制造”“数字孪生”等智能化产业项
目，招引项目的总投资额不低于100亿
元，产业园投产后，3年内年产值可达
200亿元以上，年纳税超过20亿元，形
成一个百亿级的特斯联AI CITY产
业生态圈。

特斯联百亿级科技综合体落户涪陵

重庆市万州区大周镇是三峡库区
的移民重镇。大约10年前，由于水位涨
落对库岸土壤的侵蚀和冲击，消落带臭
水沟难以治理。2009年开始，万州区陆
续在长江两岸消落带栽植1800余亩中
山杉，极大改善了消落带的生态环境。

消落带臭水沟已成历史，改换新
颜的大周镇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游览，

旺季时单日游客量可达1万人次。当
地政府积极推进乡村旅游项目发展，
乡村旅游产业蓬勃兴起，大周镇的绿
水青山逐渐成了当地老百姓的金山银
山。图为游客在位于重庆市万州区大
周镇长江边的“十里长廊”游览。

（据新华社记者 王晓曈 丁英
华 王全超 摄影报道）

臭水沟变风景区

三峡移民村吃上“旅游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