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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文明创建 筑牢民生“里子”撑起城市面子
近日，提到家门口的坡坡坎

坎，渝北区阳光尚线小区的居民
们便打开了话匣子。“以前，这里
都是荒坡，如今变了样。”刚踏入
辰心公园，空气中传来青草的味
道，远处几个孩子正在嬉闹，树荫
下的椅子上，老人们正摇着蒲扇
纳凉……这个由荒坡改造成的社
区公园，成了附近居民最常来的
地方。

不只是坡坎崖的改造，园林绿
化、道路整修、智慧城市建设……
连续5届蝉联“全国文明城区”的
渝北区正以巩固全国文明城区建
设成果为抓手，打造更加舒适、宜
居、美观的人居环境，切实提高群
众的幸福指数。

以人为本
城市建设品质先行

进入雨季，有些老人就不太爱出
门。不过，如今走在龙山步行街，他
们不用担心打滑了。

虽然下着雨，人行道的地砖上却
没有积水。原来，渝北区在整修道路
的过程中，将原本不防滑的地砖换成
了海绵砖，这种新型地砖能够有效吸
收积水，既防滑也保证了路面清洁。

“小雨不湿鞋，大雨不积水。”周边的
老人说，现在下着雨也能放心出门买
菜了。

小小一块海绵砖，是城市建设提
档升级的缩影。

今年，渝北区着力提升城市品
质，实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88
个，完成老旧公厕改造9座、新建2
座，新建停车场 12 个、新增车位
5063个，新建城市污水管网7.8公
里、雨水管网15公里。推进“路平整
治”，整治车行道20条约83.6万平方
米，建成人行步道6.4公里、提升22
万平方米，建设人行过街设施3座。

生活在渝北，你不仅能看到这里
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变化，也能感受到
高品质生活带来的美好。

每天午饭后，家住双凤桥街道青
麓雅园小区的居民欧祖成和老伴就
会拿出手机，在APP上轻松一点，立
即就会有物业的工作人员上门回收
垃圾。这项服务是渝北区城市管理
局基于“垃圾全生命周期AI管理系
统”，专门针对辖区内的老年人推出
的定制化服务。

为“大城智管”赋能，“垃圾全生
命周期AI管理系统”可实现生活垃
圾投放、收集、运输、处置全程可视化
追溯，精确严密地掌控生活垃圾收运
需求、运输流向，像管理快递一样管
理垃圾。

赋能城市
让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

住有所居、居有所安，是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老旧小区患
上的城市病，却往往让生活功能大打
折扣。

“十三五”时期，渝北开出民生实
事清单对症下药，让156栋老旧单体
楼实现街区制管理，315台老旧住宅
装上电梯。文明创建为城市赋能的
同时，也让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

在龙溪街道金紫山片区，10万
平方米的老旧小区改造一期工程正
在扫尾。老旧改造难于“新纸作画”，

如此体量庞大的工程只用了一年不
到的时间。面对千头万绪的诉求、纠
纷，这里的工作是如何快速推进的？

拆围墙，还要破“心墙”。锻造党
建“红色引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
快速处理，是龙溪街道的破题之道。

针对改造提升中存在涉及部门
多、协调难，老旧小区缺乏业委会、物
业组织难这两个难题，当地成立了以
推动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为核心
的旧改临时党支部，由辖区8名居民
组成。

线下，党员不仅带头拆除防盗网、
拆除违章建筑，还化身协调员、沟通
员、宣传员、解说员，向邻居宣传政策，
帮助居民解决加高安全栏杆、加装手
摇晾衣杆等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的问题。线上，社区建立4个居民群，
在改造施工中任何问题困难都可以直
接反映到群里，由社区、街道相关负责
人第一时间处理。线上线下畅通渠
道，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双龙湖街道属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建成的老城区，有单体楼788栋、
1764 个单元，体量占渝北区的
44%。同时，辖区 60 岁以上老人
1.71万人，占辖区人口20%。居民

“爬楼难”问题一度十分突出。
就此，双龙湖街道成立专人专

班，通过调研、走访、座谈、问卷调查、

院坝会、楼栋会等方式，广泛收集群
众意见、建议、顾虑和需求。尤其是
调派群众工作经验丰富的党员干部、
网格员等，积极调解，按照“一个小区
一个方案”的原则，针对性化解矛盾，
促成共识。

目前，双龙湖街道已申请加装电
梯499部，取得规划许可258部，已
经安装完毕180部，申报量、安装量
均居渝北区第一，占全区近一半。

今年，渝北区已落实标准化管理
小区 584 个，更新改造老旧小区
2575户、26万平方米。“十四五”时
期，拟投入20多亿元，改造提升老旧
小区119个，惠及数十万市民。

增绿添园
打造升级版的居民后花园

走进位于仙桃街道的舟济路游
园，园内绿荫处处、生机勃勃，在全新
的休闲设施里，居民们或三三两两对
坐聊天，或沿着林间小道漫步，孩童
高兴地玩耍，一派惬意景象。

舟济路游园改造投用只是渝北
“增绿添园”工程的一个生动缩影。
为打造升级版的居民后花园，渝北
区以城市全域为本底，按“300米见
绿、500米见园”标准，点线面结合，
统筹布局城市公园、社区游园、道路

绿廊，精细擘画公园之城蓝图，全力
推进“增绿添园”实施，打造公园城
市。

除了完成舟济路游园改造，今年
渝北还完成了渝航大道沿线景观提
质项目。下一步，还将积极推进宝圣
大道绿化景观提质项目、金顶路绿化
景观提质项目、金山路绿化景观提质
项目、龙华大道绿化景观提质项目等
街头绿地提质民生实事项目，实施益
寿园园林绿化提质项目、石峰大道景
观绿化工等城市园林绿化补缺提质
项目，将以更高标准、更实措施扮靓
渝北城市环境。

如今，漫步在渝北城区的大街小
巷，抬眼望去便满是绿色。曾经杂草

丛生的坡坎崖，现在变成了社区公园、
停车场和绿茵茵的草地，一路走过，花
香阵阵。在这背后，则是渝北区细致
入微的服务：在进行道路整修时，栽种
什么花草树木？路边安装几张座椅？
这些细节都经过了反复推演。

截至目前，渝北区已累计整治国
有空地273块、8000余亩，利用空地
建成7个公园、游园，22个临时停车
场、货运停车场等。新增城市绿地面
积86万平方米，提质绿化面积14.05
万平方米。全区共有城市公园29
个、社区公园131个。

王彩艳 杨敏
图片除署名外由渝北区委宣传部提供

渝北区开展学习贯彻《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集中宣传活动

美丽的碧津公园，市民休闲好去处 摄/靳伟 居民在修整后的海沁广场健身锻炼 摄/胡瑾

区县观察·渝北 11CHONGQING DAILY

2021年9月7日 星期二
责编 胡东强 王萃 美编 张雪原

练好党建基本功练好党建基本功 筑牢健康防御线筑牢健康防御线

党建引领
“堡垒”力量助推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南岸区卫生健康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以提升卫生健康综合执法能力
为主线，持续推进“三项制度”贯彻落
实，按照全面从严治党部署，逐步提
升党支部组织力。

持续完善工作机制。支部书记
争当“领头雁”，引领领导班子成员严
格履行“两个责任”，按照责任分工对
分管科室的党建和业务工作进行严
格管理、层层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
任，着力构建党统一领导、党政分工
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做到党
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
同考核。

持续完善议事决策制度。健全
完善支队办公会议议事规则，紧密结
合支队工作实际，对议事规则认真逐
项修订完善。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
履行“三重一大”制度，对纳入到“三
重一大”的事项进行事前酝酿、事中
控制、事后监督。

巩固支队党支部建设成效。推
动支队党支部党建工作从“做没做”

向“优不优”提升，加大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力度，用好掌新南岸APP“三
会一课”平台功能，继续推进“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等基本制度落实落细，
使支队支部工作严起来、实起来。

此外，支队支部还与重庆金牧
锦扬律师事务所党支部签订《党支
部结对共建协议》，充分利用“主题
党日活动”等，积极开展结对共建活
动。通过“书记讲党课”、主题发言、
交流发言等方式以党建促业务，结
合业务工作开展主题发言，互相解
决日常工作疑点、难点。“共建活动
主题突出，内容丰富，进一步增强了
党建活力和凝聚力，是认真落实城
市基层党建共驻共建共享的重要举
措，通过结对共建、共同交流，以党
建引领业务，形成了互带互助、优势
互补、资源共享，进一步提升了支队
党支部党建工作质量和水平。”支队
相关负责人表示。

智能监管
打造“智慧卫监”

“酒店被子、玻璃杯里藏着射频识
别标签，换洗消毒时间可以自动感应

一目了然，还能通过我们的智慧卫监
系统远程监测和数据记录。”8月30
日，在南岸区一家酒店里，区卫生健康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现场介绍
道，“在酒店里，每一件棉织品和杯具
上都有编号不同的RFID（射频识别）
标签，像芯片一样使每一件棉织品都
有了独立的‘身份证’，酒店消毒间和
洗衣房入口处安装了RFID（射频识
别）的读卡器，能记录每件棉制品和杯
具进出消毒间的时间。”

据了解，酒店里这些带着“芯片”
的棉织品，正是南岸区智慧卫生监督
综合监管平台中酒店业消毒追溯系
统的一部分，通过在线监测综合监管
系统，执法人员在显示屏前可以远程
观看监测到酒店消毒间的情况。杯
具洗消间智能监控与公共用品用具
射频识别棉织品流转以及洁具清洗
消毒智能管理，从技术上可实现保洁
全流程追溯，有望彻底解决“客用物
品是否不洗不换”卫生监督监管难
题。

据了解，按照《重庆市医疗卫生
行业多元化综合监管试点工作方案》

的要求，作为试点区县，南岸区先行
先试的工作为智能化监管。为创新
政府监管手段，充分发挥信息化、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作用，
让监管人员少跑腿、数据多跑路，
2020年9月，南岸区卫生健康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建设完成了智慧卫生综
合监管平台，平台在整合原有监测系
统的基础上，建立了酒店业消毒追溯
系统、医疗废物追溯系统、执法分析
业务系统、在线监测综合监管系统。

“平台运行第一阶段，基本实现
对14家医疗机构试点科室医疗废物
处置流程的智能化、实时化、可追溯
化，对试点的凯宾斯基、丽笙世嘉等8
家酒店的5000个消毒用具消毒信息
卫生消毒数据的采集、保存、检查、运
用和跟踪，对10个饮用水点水质在线
监测，对14家医疗机构医疗放射在线
监测。”支队相关负责人说。

下一步，南岸区卫生健康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还将进行酒店消毒品追
溯系统二期建设，追加监测标签以及
探测设备的数量，增加酒店入住顾客
的体验端。今后顾客可以扫描入住

房间的二维码，便能一次性读取该房
间内保洁信息以及所有杯具、棉织品
更换信息。进一步完善后台预警推
送，及时督促酒店管理人员加强卫生
管理。“通过创新监管手段，打造好

‘南岸区智慧卫监’平台，促使卫生健
康综合执法工作再上新台阶。”支队
相关负责人表示。

监督执法
护佑健康民生净土

疫情防控、企业复工复产、学校
复课开学……疫情期间，在南岸区卫
生安全一线，总能见到卫生健康综合
行政执法人员的身影，他们是检查开
诊医疗机构、巡查各大公共场所、指
导科学卫生的复工复产、专项监督辖
区学校的“抗疫”先锋队，也是构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防御线”的基石，为
南岸区“卫生净土”提供了强力保障。

据统计，今年以来南岸区卫生健
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紧紧围绕传染
病疫情报告、传染病疫情控制、消毒

隔离制度执行情况、医疗废物管理情
况、预防接种情况、病原微生物实验
室生物安全管理6个方面的重点内
容，对全区635家医疗机构和区疾控
中心进行了多次拉网式监督检查。
今年上半年，全区共出动卫生监督执
法人员2159人次，检查机构单位636
家，累计现场监督3000余户次，现场
规范了执业行为，对常态化疫情防控
期间传染病防治主体责任不落实的
违法行为依法给予了严肃查处和有
力惩戒。同时监督检查公共场所经
营单位393户；对辖区5所大学、33
所中学（含校区）、50所小学（含校区）
和206所托幼机构进行了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监督检查和专项监督
检查。

此外，今年以来，该支队监督抽
查项目工作任务为489家单位，监督
覆盖率达到100%，任务完成率和完
结率均达到100%，双随机抽查查处
案件42件，接近抽查数量10%。各
专业卫生监督覆盖率全面达标，达
99%以上。在执法力度方面，截至目
前，已查办卫生健康行政处罚案件
152件。

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促进全
区企业主体不断规范职业健康管理工
作，切实履行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该
支队于2019年启动了“健康企业”创
建工作。截至目前，共有太极集团重
庆桐君阁药厂有限公司、重庆宏劲印
务有限责任公司等5家企业创建成
功，进一步保障了职工职业健康权益。

下一步，南岸区卫生健康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将继续以党建为抓手，全
面提升监督执法效能；以监督执法全
覆盖为工作导向，切实保障群众生命
财产；以卫生“零违规”为建设目标，
推动执法事业再上新台阶，为新冠肺
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贡献力量。

白海滨 何婧 图片由南岸区
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供

南岸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开展职业
健康检查

近年来，南岸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以党建为核心，以
保障全区卫生健康为导向，凝队伍合力，创智能执法，守一方“净
土”，切实练好党建“基本功”，筑牢健康“防御线”。

通过智慧卫监系统远程监测酒店消毒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