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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璧山首个

跨区域、跨行业、跨企业劳模

创新工作室联盟成立。国网重

庆璧山供电公司指南针 （余明

春） 劳模创新工作室，重庆市

地矿测绘院有限公司刘娜劳模

创新工作室，蓝黛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朱堂福劳模创新工

作室，重庆万泰电力科技有限

公司刘宝玉劳模创新工作室 4

家市级劳模创新工作室代表签

署联盟协议。

据悉，该工作室的成立，将切

实发挥联盟“1+1群”作用，推动劳

模创新工作室的示范引领，助力我

区创新创效工作迈上新台阶。4

家市级劳模创新工作室将紧紧围

绕企业生产经营中心任务，积极组

织开展学习培训、交流研讨、互助

服务、科技攻关等活动，提升各自

领衔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水平，为企

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

的基础。

（区总工会供稿）

首个跨行业劳模创新工作室联盟成立

本报讯 （记者 王淼）为

提升农民种植养殖水平，助力乡

村振兴，近日，区科协联合福禄

镇开展了科技下乡农村实用技术

培训系列活动。

该活动在福禄镇和平村、斑

竹村分别开展，邀请了来自西南

大学专家学者讲授枇杷树栽种及

管理知识。活动中，专家为种植

大户和村民进行了个性化答疑和

具体指导。听完讲解，农户们纷

纷表示，科学化的管理培养有利

于提高种植品质、增加收入，培

训活动填补了大家的技术空白。

“此次培训系列活动将开展

10余场，活动形式有现场授课、

实地讲解、外出学习等，可全面

推动我区公民科学素质实现有效

提升。”区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是区科协科技助力乡村振兴行

动的缩影，也为我区创建全国文

明城区贡献力量。

区科协

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邹梦雨）日前，记者从城

渝高铁璧山站获悉，为方便广大旅客出行，从6

月20日零时起，该站列车运行图有所调整，新

增青岛、郑州、太原、广州4个到达地，除新增、

取消川渝两地以及长途旅客列车部分班次外，部分

旅客列车的开车时间略有调整，满足客流需求。

调整后，璧山站办理客运业务列车共22列（其

中高峰线1列，G8743次），较上季度开行列车总列

数增加5列。其中重庆方向8列，成都方向14列。

成渝高铁璧山站新增11趟列车

具体变化如下具体变化如下>>>>>>

重庆北-成都东 G8504次 璧山站到达时刻 8：18 发车时刻 8：20

沙坪坝-成都东 G8608次 璧山站到达时刻 9：19 发车时刻 9：21

成都东-万州北 G8701次 璧山站到达时刻 9：20 发车时刻 9：27

重庆西-重庆西 C6014次 璧山站到达时刻10：45 发车时刻10：53

成都东-沙坪坝 G8743次 璧山站到达时刻10：57 发车时刻10：59

成都东-成都东 C6046次 璧山站到达时刻20：14 发车时刻20：16

重庆西-成都东 C6006次 璧山站到达时刻20：59 发车时刻21：11

重庆西-成都东 G8692次 璧山站到达时刻 9：05 发车时刻 9：07

六盘水-荣昌北 G5342次 璧山站到达时刻10：52 发车时刻10：54

重庆北-成都东 G8506次 璧山站到达时刻12：35 发车时刻12：37

调整3列开行列车

新增川渝两地旅客列车7列

成都东-重庆北 G8603次

重庆西-德 阳 G8742次

成都东-沙坪坝 G9565次

新增长途列车4列

成都东-青 岛 G317 次 璧山站到达时刻 8：19 发车时刻 8：22

成都东-郑州东 G3423次 璧山站到达时刻10：03 发车时刻10：05

贵阳北-太原南 G2238次 璧山站到达时刻12：06 发车时刻12：12

广 元-广 州 D1851次 璧山站到达时刻15：06 发车时刻15：08

取消6列开行列车

又是一年葡萄成熟季，6月20

日，三合镇龙凤村陈举亚老人的葡

萄园里传出一阵欢声笑语，一群穿

着红马甲的党员志愿者正在地里忙

着摘葡萄。

“你们摘葡萄，我来给你们放歌

曲哈。”憨厚朴实的陈举亚盘坐在地

上，摆弄着手中老旧的录音机。伴着

悠扬的歌声，闻着甜蜜醉人的果香，

谈笑风生间，大家手中的剪刀更快

了，丰收的喜悦更浓了。

今年67岁的陈举亚是一名残疾

人，出行全靠轮椅，每当要下地干活

时，他便用两条肥料包装袋垫着，艰

难地在地上挪行。命运对他如此不

公，但是他却以乐观豁达的精神与命

运作抗争。“我栽种了葡萄、柑橘和

枇杷，我的枇杷好得很，个头很大，

明年成熟的时候你们来尝嘛！”陈举

亚说到自己的“事业”，布满沟壑的

脸上充满了自豪。

采摘、称重、分装……六月的太

阳并不“温柔”，几个小时下来，志

愿者们早已汗流浃背，葡萄采摘完

后，大家又自掏腰包认购葡萄，并通

过微信群、朋友圈等为老人销售葡

萄。“感谢你们既帮我摘葡萄又帮我

卖葡萄，我一个人不知道要干到什么

时候！”老人激动地说。

“老人家，你腿脚不方便，还有

啥需要我们帮忙的？”劳作结束后，志

愿者们又和老人聊起了天。“如果区里

有关于种植技术的培训课程，我愿意

去！”“要得，我们回去就跟相关部门

联系，邀请专家上门为你指导！”带队

的三合镇镇长彭鹏立马回应：“你以后

还有其他什么心愿或者困难，可以随

时跟我们反映，我们随叫随到！”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解群众之所忧，三合镇党员干部始终

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大

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服务精神，把真情落实到工作中，

把真心倾注到百姓身上，让人情味儿

更浓，使这片土地更有“温度”。

（通讯员 蔡林伲 文／图）

——三合镇党员干部帮助残疾老人采摘葡萄小记

爱心“葡”写暖心曲

（上接1版）

区妇联

6月9日，区妇联召开机关

干部大会，组织全体机关干部专

题学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据悉，区妇联将持续推进学

习宣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

神，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上狠

下功夫。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

坚持领导带头学、机关干部跟进

学、妇联系统联动学，通过中心

组学习、“三会一课”等多种形

式组织妇联干部深学细悟市第六

次党代会精神。接下来，区妇联

将以“巾帼心向党 喜迎二十

大”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开

展为契机，精心策划开展“百千

万巾帼大宣讲”，做到接地气、

见实效，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宣传到妇女身边，让妇女群众听

得懂、能领会、可落实。持续深

化“巾帼心向党”“巾帼建新

功”“巾帼善治理”“巾帼暖人

心”“巾帼亮形象”系列行动，

引领广大妇女听党话、跟党走、

感党恩，积极投身“五新四城”

建设，书写“两高”发展新篇

章，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召开。

（记者 康思嘉）

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近日，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分别召开党组会、干部职工大

会，传达学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

神。

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坚决拥

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

护”，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市

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紧

紧围绕我区今后五年发展的目标

任务和各项重点举措，结合中心

实际，进一步完善工作思路措

施，狠抓贯彻落实。中心将务实

担当，出新出彩，凝心聚力建设

全市一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致

力提高交易服务有效供给，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努力为我区“建

设高质量发展样板区、打造高品

质生活示范区”作出应有贡献，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通讯员 帅娟）

科创小镇运营公司

近日，科创小镇运营公司通

过专题会议、座谈讨论等方式，

传达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

神。

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习贯

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与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贯通起来，与全面落

实总书记对重庆所作重要指示要

求结合起来，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旗帜

鲜明讲政治、知行合一抓落实，

紧扣“学到深处、谋在新处、干

在实处”主线，通过研讨学、集

中学、专题学、宣讲等多种方

式，提升职工精神面貌，打造一

支作风过硬的工作队伍，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切实做到“学

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奋力把

美好蓝图变成生动现实。下一

步，科创小镇运营公司将强化担

当作为，立足本职岗位，抓好西

部 （国际） 数字经济产业生态

区、先进计算机研发基地等重点

项目建设。同时，还将通过“直

播+产业+电商”新型销售模式，

促进产业协同发展，打造璧山直

播电商品牌，打响对外知名度和

影响力，为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记者 覃雪）

我区各部门学习贯彻

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本报讯 （记者 廖健韬） 6月

17日，我区举行长篇纪实文学《伊

莎白的兴隆场》改稿会。重庆市多名

作家、文化学者齐聚璧山，就《伊莎

白的兴隆场》的下一步创作作交流讨

论。

伊莎白·柯鲁克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友谊勋章”获得者，该书以伊莎

白·柯鲁克在璧山生活的故事为蓝

本，讲述其在璧参与乡村建设实验项

目工作的故事。据了解，1940年，

伊莎白走访了兴隆场约 1500 户村

民，留下大量珍贵的田野调查手稿，

写出了记录抗战时期川东农民生活的

调查报告——《兴隆场》的初稿。她

还与同事一起开办诊所、小学、贫民

识字班等，并参与创办盐业合作社，

与当地人结下深厚友情。

改稿会现场，与会的业内专家、学

者围绕纪实文学《伊莎白的兴隆场》的

情节、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提出了一系

列建设性意见。专家们表示，《伊莎白的

兴隆场》通过大量生动细节，为读者再

现了伊莎白与璧山的缘分以及她在撰写

两本 《兴隆场》 图书过程中所做的努

力，凸显了一个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谦和

友好、无私奉献、无怨无悔、充满大爱

的人格魅力。

长篇纪实文学《伊莎白的兴隆场》改稿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谭靖怡

任攀） 6月 21日，全区耕地保

护利用情况党政协商会召开。区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兆奎参加

会议。

会上，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

责人就全区耕地保护利用情况进

行了汇报，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围

绕全区耕地保护利用情况协商发

言，分析当前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和存在的不足。

刘兆奎表示，耕地问题事关

全区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全区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耕地保护

利用工作的责任感，守住耕地保

护红线；要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严

格整改，加强部门间相互协调、

配合，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要健全机制，把提出的好建议进

行认真梳理、编排，形成全面的

耕地保护利用责任体系，确保按

时完成任务。

耕地保护利用情况党政协商会召开

◀◀ 志愿者采摘葡萄志愿者采摘葡萄

（上接1版）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是开展基层监督的重

点，也是群众反映问题较多的领域。区纪委监

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社区）集体“三资”

监督的通知》，围绕集体“三资”决策、运行、公开

等环节，提出9条监督指导意见，逐一指导15

个镇街纪（工）委分别结合实际修改完善监督方

案开展监督，并把集体“三资”监督纳入村（居）

监察监督员“八个一”任务清单，做好日常监

督。区纪委监委每季度走访镇街了解“三资”监

督情况，已会同区农业农村委走访了来凤街道、

大兴镇、七塘镇、三合镇等8个镇街，既查看监

督工作推进情况，又由区农业农村委干部对“三

资”管理工作现场指导。今年以来，已督促镇街

及村（社区）整改集体“三资”管理方面问题28

个，针对发现的共性问题，区纪委监委向区农业

农村委发出工作提醒，督促修订完善管理制度。

聚焦集体经济发展跟进监督

今年，大兴镇联盟村为壮大集体经济，增加

群众收入，成立了璧山区联友农副产品配送有

限公司，向璧山区璧优鲜公司配送本地蔬菜。

大兴镇纪委在监督走访中了解到，璧优鲜

公司每个月给该村成立的联友公司结账一次，

这里存在一个矛盾，即联友公司按照公司运行

规章制度，该公司资金往来收支，只需要法人、

监事、会计3个人签字即可。

但该公司的唯一股东是联盟村村民合作

社，其属于集体资产，资金往来收支要符合集体

经济组织管理的相关要求，其大额资金（5000元以

上）往来收支均需通过“四议两公开”来执行。那

么，如果按照公司运行，则与集体经济管理制度要

求不相符，有违纪违规的风险；如果按照集体经济

管理制度要求执行，则公司运行效率又会较低下，

影响正常运营，在走访时，该村党总支书记也很困

惑。

大兴镇纪委立即向镇里反馈了这一情况，该镇

多方咨询了解、研究，明确了由该村按照“四议两公

开”的要求组织对联友公司资金往来进行一次研究

表决赋权，以后遵照执行，不再召开相关议事会议，

每月由联友公司在相应会议上公布月度资金账目

收支往来情况。

这样既规范了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消除了联

友公司管理人员违反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制度规定

的风险，消除了顾虑，又解决和避免了每笔款项都

要走“四议两公开”程序、不利于公司高效顺畅开展

相关经济活动和生产运营的问题。

自开展“微权严管”行动以来，区纪委监委、区

委组织部等部门和各镇街认真排查村级小微权力

运行存在的风险点，制定针对性的工作措施，持续

紧盯惠民政策落实、集体“三资”管理、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项目实施、作风建设等重点工作加强监督管

理。接下来，我区还将深入开展村（社区）“两委”班

子综合研判，村（社区）干部任期、离任经济责任审

计等工作，深化拓展“微权严管”行动成果，不断推

动村（社区）干部廉洁履职，扎实做好乡村振兴各项

工作，更好服务群众。

（记者 曾清龙）

● 近日，区住房城乡建委会同区级相关单位

（部门）及38家企业，召开了工程建设项目竣工联合

验收工作交流会。交流会上，区住房城乡建委对工程

建设项目竣工联合验收工作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汇总通报，并对已完成竣工联合验收的20个

项目进行了电话及现场回访，获得企业一致好评。

（记者 巫秋云）

● 近日，区应急局执法人员对重庆世豪气体有

限公司和重庆鑫建商贸有限公司在前期执法中发现的

问题进行了复查。执法人员按照下达的《责令限期整

改指令书》对照问题隐患一一进行了现场核查，并出

具了复查意见书。（记者 杨文广）

● 6月17日，区市场监管局召开整治借用重大

活动从事违法违规商业广告宣传指导会，重点对违法

违规销售与党的二十大相关的所谓“勋章”等擅自伪

造的纪念品，借党的二十大名义进行商业营销炒作，

违法违规营销“喜迎二十大”主题手抄报等商品，其

他借严肃政治主题或者重大政治活动进行商业营销炒

作等行为进行整治。（记者 谭靖怡）

● 今年以来，正兴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经济

发展、培植财源，推动规上企业股权重组，帮助企业

走出困境，财政收入超额完成全年目标。1至5月财

政 总 收 入 完 成

6792.3 万元，完

成 全 年 目 标 的

169.8%。

（记者 王淼）

成都东-重庆北 G9571次

德 阳-重庆西 G8741次

万州北-绵 阳 G868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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