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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新春 虎虎生威向未来

□本报记者 赵伟平

1月31日，农历腊月廿九，除夕。
这一天，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和家人

团圆的日子，但对重庆市渝邻高速公路
大湾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下称“大湾动
检站”）站长王任兵来说，却又是一个工
作日。

“惠，今天我值班，还是你陪爸妈
一起团年，到时抽空我再和你们视频。”
早上6点 30分，大湾动检站201宿舍，
闹钟铃响，王任兵随即从床上爬起来，给
妻子苏兴惠发去一条微信。简单嘱咐
后，他立马洗漱，随后从柜子里拿出提前
煮好的香肠，就着泡面吃起来。

这时，宿舍外一片漆黑，王任兵拿上
水杯、手电筒，顶着冷风就出门了。

“老荣，赶紧换衣服，早点下班回去
陪老婆娃儿过年！”7点45分，工作交接
后，王任兵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看天色
渐渐变亮，他拉下电闸关掉动检站楼顶
的探照灯。还没等屁股坐热，8点10分
左右，门外传来猪的叫声。王任兵说道，

“活来了！”
“师傅您好！请出示健康码、行程

码，测量下体温。”王任兵用夹杂着方言
的普通话说。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他便
向窗口指去，“赶紧去办手续吧。”

他搬来楼梯，搭在卡车的围栏上，
近距离查看生猪的健康状况。清点头

数、手摸猪嘴、猪脚，看看有没有长泡或
死亡的情况……检查完后，指引司机驾
驶卡车到消毒房消毒。8点23分，满载
生猪的卡车从动检站驶出，一车猪也就
完成了整个检查。

“正常情况下，一辆车10分钟就能
检查完。”王任兵解释说。尽管10分钟
一趟，但王任兵的脸却冻得通红，手指也
有些僵硬。“戴过棉手套，但由于干活不
方便，我们宁愿冷点……”他说。

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负责人刘
茂文介绍，渝北区大湾动检站是北方省
市的畜禽产品进入重庆的第一道关口，

被称作“重庆的北大门”。去年全市从外
省调入的畜禽产品中，有40%是通过大
湾动检站进入重庆市民餐桌的。

转眼就到12点。但王任兵还忙得
团团转，似乎忘记了吃饭。“莫等我，你们
先吃，忙完我就来。”他回过头说道，“今
天还算轻松，最忙一天要检查70多辆车
呢。”

王任兵今年54岁，2018年调到大
湾检查站，负责北方畜禽产品入渝的检
查，“动检站一直是全年不休，24小时值
守，今年是我连续第4年除夕值班。”王
任兵说。

动检站站长的除夕

□本报记者 罗芸

这几天，开州区临江镇万安社区党
委书记袁永平既高兴，又犯愁——高兴
的是，今年回家过春节的居民比往年多，
年味更浓了；发愁的是，不少人开私家车
回来，社区内居民聚居点出现了堵车，停
车也成了难题。

1月30日，袁永平在几个居民聚居
点来回跑，一边做日常工作，一边和社区
志愿者疏导交通。万安与临江场镇衔接
的路口，车流量较大，这几天堵车要堵到
晚上九点过；通往龙桥、明月等邻村的村
道上，道路一侧停着一溜私家车，各有四
五百米长。

“今年返乡的私家车数量约为2019
年的3倍。往年，居民大多数都是搭火车、

坐大巴回来，有的骑摩托车。”袁永平说。
开州是我市外出务工人口大区，临

江镇是开州外出务工人口大镇，而2020
年才撤村成立社区的万安，则是镇内返
乡农民工最集中的社区。临江镇宣传委
员秦胜介绍，去年全镇大约有3万人在
市内外务工、经商，超过全镇户籍人口数
的1/3。

“今年全国疫情都控制得不错，只要
做好核酸检测、搞好防护，就可以安心回
家。”从广州开车回来的雷登刚，在村道
边把车停稳。这是两年来，雷登刚第一
次回老家。春节前，为了减少风险，在广

州开小餐馆的雷登刚和妻子一合计，从
积蓄里取出几万元买了辆小车，开了一
天一夜，赶拢临江。

“这么多东西，不开车可搬不回来！”
王世喜打开后备厢，和妻子、两个孩子把
年货搬回家。年货里，既有为老人买的
羽绒服、棉裤，也有给小娃娃们准备的雪
饼、积木。

“以前春节回趟老家很不容易。”王
世喜回忆说，以前回家过年得提前“抢
票”，买到票又发愁，背包加双手，能带走
的东西有限，得盘算哪些东西这次带走，
哪些下次再带。

“现在买了车，想带的东西都可以一
并带回来！”王世喜抱着一箱水果，乐呵
呵地往家走。

“没想到今年回来要为停车头痛！”
第四居民组的王家强是这邻近几个农家
院子最早买车的人。往年开车回家，他
得捎上几个邻居。今年，搭车的邻居都
买了车，早早回到万安。等王家强1月
28号到家时，院子里已挤满了私家车。

“几年前，很多人想都不敢想自己会
开车回家过年。”袁永平笑着说，“现在生
活水平提高了，像我们这样的山区也出
现了停车难，这算是‘幸福的烦恼’吧！”

私家车返乡 遭遇“幸福的烦恼”

□本报记者 何春阳

1月31日，农历除夕。早上8点50
分，杨涛已经戴上机场控制区短期通行
证，出现在江北机场T3航站楼一楼，迅
速进入工作状态。连续两年的除夕夜，
他都是在机场度过。

杨涛是市政府外办派驻到机场口岸
疫情防控专班的一员。从2020年3月
成立“外防输入”疫情工作组以来，他和
邵均、汪智等几个同事轮番“驻扎”于此，
已经坚守了700多天。核查预警人员信
息、解释重庆防疫政策措施、向各区县接
机组推送旅客信息……他和机场口岸疫

情防控专班（下称“专班”）其他单位成员
一起，共同筑牢“机场防疫链”。

当天早上10点30分，杨涛收到市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工作人员送来的5
张入境来渝人员疫情防控预警信息推送
反馈表，杨涛逐一核实表格上预警人员
姓名、国籍、21天内到过的国家或地区、
证件号入境时间和入境口岸等信息，随
后将反馈表送到机场现场处置组。

过去一年里，从专班工作区域到机
场现场处置组这条路，杨涛已经走了不
下一万次。

“杨老师，这里有点情况，麻烦你过
来一下。”11点02分，杨涛接到渝北处
置组工作人员电话。他迅速从处置台置
物柜里拿出一套防护服，小步跑到定点
换衣区域，快速完成穿戴防护服、护目
镜、手套等一系列动作。

来到处置现场，杨涛仔细询问预

警人员信息，查看对方的核酸检测情
况等。得知对方是海员，已在外省集
中隔离14天，且完成5次核酸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后，他在反馈表上备注放
行原因并签字。杨涛耐心告知对方，
按照重庆最新的防疫政策要求，回到
家后还需要居家健康监测 7天，一会
儿就会有专门负责转运的工作人员带
他乘车。

中午时刻，杨涛暂时闲下来，到机场
指定的饭店点了一份套餐。他拿起手
机，一边给家人发起拜年信息，抢上几个
红包，一边吃得津津有味。

回到专班办公区域，他又打开电脑，
开始浏览一组关舱数据。除了密切关注
预警人员信息，提前做好准备工作，杜绝
错放、漏送任何一个预警人员外，杨涛还
有一个任务，掌握入境航班动态和国际
直航航班关舱数据，协调机场现场处置

组的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将抵渝的中外
旅客一个不漏地送上转运车。

“我们是环环紧扣的一个‘链条’，
‘链条’上有重庆海关、边检总站、民航监
管局、市卫健委、市公安局、市政府口岸
物流办等16个部门单位的工作人员。
为了把好机场这个重要关卡，大家都愿
意坚守岗位，无怨无悔。”杨涛说。

“在防疫前线坚持一两个月很容易，
但坚持两年绝非易事。”机场现场处置组
组长李洛曼告诉记者，在过去的700多
天里，他们没有节假日，只有轮休。专班
成员邵均说，大家都在克服重重困难，咬
牙硬扛，没有半句怨言。

2021年全年，专班共处置来渝客运
航班120架，入境人员7583人，累计处
置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7例，无症状感染
者116例，未发生一起由境外输入本土
关联病例。

700多天坚守 他们筑牢“机场防疫链”

坚守岗位
迎新春

金牛辞旧岁，玉虎迎新春。
新春佳节本是团圆时，然而在重庆

各地却仍有许许多多的劳动者坚守在工
作岗位上，以自己的方式迎接虎年新
春。对这群劳动者来说，奋斗就是迎接
新年的最美方式。

▲1 月 31 日，江北机场口岸疫情防
控专班成员杨涛正在填写入境来渝人员
疫情防控预警信息。

记者 何春阳 摄/视觉重庆

▲1月29日，城开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蓼子特大桥气温骤降，披上了薄薄的雪衣，建设者正在寒冬里紧张施工。春节期
间，城开高速近千名参建人员坚守在一线岗位，战寒冬，狠抓安全生产，以保障年内高速公路通至城口县城的目标。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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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看巴渝

□本报记者 周尤

春节假期，为切实加强节日
期间正风肃纪，确保廉洁过节，
我市各区县锲而不舍纠“四风”
树新风，通过节前提醒、明察暗
访等方式敲响廉洁警钟，切实加
强作风监督，确保春节期间风清
气正。

节前：集体谈话敲响警钟

“请你单位务必引起高度重
视，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近日，
奉节县纪委监委联合县税务局、
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开展大额餐
饮发票筛查时，发现县中医院等
单位疑似存在超标准接待问题，
第一时间对其领导班子进行了
集体谈话。“节前提醒、节中监
督、节后排查，这已是工作常
态。”奉节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
监督室负责人表示，今年春节，
该县组建6个督查组，通过不打
招呼、不设路线、不定时间的方
式，对全县各乡镇、各部门“一把
手”、领导班子、管钱管物管项目
人员等“关键少数”开展随机督
查，不断强化党员干部“八小时
外”监管，重拳出击狠杀“吃喝
风”。

“你好，最近各单位来接待
聚餐的多不？一般标准是多
少？麻烦把最近一个月的流水
拿给我们看一下。”春节前，黔江
区纪委监委联合区财政局、审计
局、市场监管局等单位，成立专
项监督检查组，聚焦节前违规吃
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发
放津补贴或福利、公车私用等违
规违纪行为，以明察暗访、突击
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开展专
项整治。采取不打招呼、不发通
知的方式，深入行业协会、烟酒
专卖店、大型超市、酒楼饭店等
地，对商家税务发票、销售凭证、
财务账目等情况进行排查，并利
用大数据手段比对筛查，着力发
现隐形变异“四风”问题。

节中：聚焦“四风”明察暗访

“这张发票上的发电机皮带
价格怎么高于合同价？”“同一辆
车、同一时间为什么坐垫维修是
两项？”……日前，潼南区纪委监
委组织监督检查小组，深入公车
定点维修厂，对公车维修情况开
展专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反馈
给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并严肃
约谈公车管理负责人。据悉，春
节期间，潼南区纪委监委将持续
聚焦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
则贯彻落实情况，统筹整合纪检
监察力量，组织监督检查小组，

紧盯重要时间节点，聚焦多发易
发的突出问题，开展“点穴式”

“嵌入式”监督检查，持之以恒纠
治“四风”。

“这辆公务用车怎么出现在
居民小区的停车库？”1 月 28
日，巴南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
督室工作人员通过“大数据”平
台筛查发现一辆公务用车异常
行驶记录，随即按程序转交相关
纪检监察组织开展线下核查。
春节期间，巴南区纪委监委将紧
盯酒店饭店会所、内部接待场
所、旅游景点、窗口单位等4类
重点场所，重点发现和查处违规
收送电子卡券、礼品礼金，以培
训、考察、会议为名搞公款旅游、
大吃大喝，窗口单位吃拿卡要、
耍官威搞特权，在疫情防控、安
全生产等领域落实责任不到位、
推进工作不严不实等问题。

春节期间，渝中区纪委监
委将强化“纪检监察室+派驻纪
检监察组+街道纪工委”协同联
动，成立5个监督检查组，紧盯
重点领域、重点区域、重点部
位，深入解放碑、朝天门、十八
梯、龙湖时代天街、菜园坝汽车
站等人流聚集的重点区域，以
及各大商超、酒店、餐饮场所，
通过专项检查、随机抽查、交叉
互查等方式，重点检查安全生
产、交通运行调度、疫情防控、
城市管理等重点领域工作责任
落实情况，党政干部及相关力
量值班值守情况。

节后：严防“懒散病”，
持续推进作风转变

节后，围绕防止党员干部
“节后综合征”，北碚区纪委监委
将成立4个监督检查组，对全区
各单位公车使用、疫情防控值
守、上班到岗、工作状态等情况
进行随机检查，对区行政中心、
区政务服务中心等窗口单位干
部作风开展明察暗访，对是否存
在懒政怠政、脸难看事难办和缺
岗现象进行监督检查，防止节后

“庸懒散”等作风问题。
据悉，为消除“节后综合

征”，长寿区纪委监委将会同区
委、区政府督查室成立6个监督
检查组，深入辖区各镇街、部门
和窗口单位，就党员干部工作纪
律、工作状态等情况开展明察暗
访。该区纪委监委还将联合税
务和市场监管部门，通过线上大
数据筛查和线下检查核实的方
式，着力发现和查处公款购买节
礼、公款吃喝、大操大办等问题
线索，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的堤坝。

把“节点”当“考点”
确保过节不“失节”

春节期间我市各区县通过多种方式
切实加强作风监督

本报讯 （记者 王天翊）
记者2月1日从两江新区获悉，
当日重庆火车北站到达、发运
109对列车，进出站旅客超6万
人次。为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重
庆火车北站地区综合管理局（下
称“火车北站综管局”）组织了上
百人的安保防疫队伍。

据介绍，春节期间，火车北
站综管局机动队80多名队员全
员在岗，采取“两班倒”的方式
24小时值守。

“大年初一的客流量有所减
少，但依然有11班从中高风险
区抵渝的火车，我们已经做好了
准备。”机动队副队长唐科介绍，
队伍主要有三大职责：一是对中
高风险地区来渝返渝旅客进行
排查，信息登记、体温监测、“双
码”（健康码、行程码）及核酸报
告查验，信息推送及闭环转运工
作；二是落实28日内境外旅居
史人员排查，体温监测、隔离证
明检查、核酸监测报告查验、闭
环转运等疫情防控措施；三是加

强进、出站口旅客体温监测、“双
码”查验、秩序维护等工作。

2022年春运开始以来，火
车北站日平均客流量达22万人
次。为应对客流高峰，做好安保
和防疫工作，火车北站综管局增
设了两个“双码”查验通道和3
个临时观察点，并对每日客流提
前研判，实时调度各类公共交通
运力，确保旅客及时疏散、交通
畅通；同时，新增33名保安人
员，在进出口协助旅客测温、验
码，以便加快通行速度，最大限
度避免聚集。

在位于出站口的便民服务
中心，在岗志愿者向旅客提供交
通指引、免费电话、手机充电等
常态化服务。

据了解，火车北站综管局
招募了80位志愿者为旅客提
供咨询和指引，协助旅客使用

“双码”，维护站区秩序，确保即
使在客流高峰期，便民服务中
心也能为旅客提供及时、周到
的服务。

大年初一火车北站进出站旅客超6万人次

上百人安保防疫队伍
守护旅客出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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