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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周崇琼）为提高敬老院老人们的幸福温
度，大石街道增强安全责任感，抓实敬老院的安全工作，细化
安全措施，排查安全隐患，做到“防”字在先，做好实功，为老人
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街道工作人员日常巡查、敬老院自查，保持敬老院内干净
整洁，清理易燃物品和一切杂物，管理好老人的用电设备，对
电器、电路进行经常性检查、维护和保养，设置疏散通道及避
难场地，严禁火灾事故发生，消除不安全因素。

为根植老人们的安全意识，大石街道组织相关人员对老
人以火灾安全事故案例进行宣传，分析危害、原因，传授报警、
逃生技能，进行现场消防应急演练，让老人们掌握基本的防
火技能，提高自救能力。

街道要求合理搭配老人冬季饮食，采购时鲜、优质的食
品，并做好厨房、饭堂的日常消毒工作，让老人吃得放心、吃得
舒心，防止病从口入。组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上
门为老人进行血压、血糖、心肺健康检查，耐心劝导老人注意
冬日个人卫生和户外活动最佳时段，让老人们感受到来自政
府的关爱和温暖。

大石街道

抓好敬老院安全

本报讯（记者 黄盛 通讯员 姜先惠）连日来，钓鱼城街道开
展“关注残疾、冬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为辖区残疾人送去关心。

1月7日，钓鱼城街道社事办人员、助残志愿服务队人员
及村社区负责人，先后去到苏家街社区、金马村、虎头村等地，
走访慰问建卡贫困残疾人、困难重度残疾人共20人，与他们亲
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生产、生活情况，鼓
励残疾人及家属坚定信心，乐观面对生活，并为他们送上慰问
金和慰问品。

1月9日，钓鱼城街道钓鱼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五
彩阳光伞”志愿服务小队去到渠口村一大队，对残疾人王成进
行慰问。王成患有脑瘫，生活不能自理，也不能说话。慰问组
一到他家，便帮他家打扫清洁卫生，并与王成及其家人围坐在
一起，拉起家常，详细了解王成的身体情况和家里的生产生活
情况，并为他家送上慰问品。坐在轮椅上的脑瘫者王成虽然
不会说话，但似乎也感受到了爱的温暖，在一旁兴奋地东看西
看，手舞足蹈。

钓鱼城街道

关注残疾人 温暖送到家

本报讯（通讯员 易宏金 摄影报
道）春节将至，为创建良好的人居环
境 ，确 保 春 节 期 间 环 境 更 加 整 洁 有
序，给群众营造一个优美清洁宜居的
家园环境。连日来，合阳城街道组织
辖区各村社区开展清洁家园迎新春
活动，加大环境整治力度，提升城市
形象。

隆冬时节，气温只有几度，但合
阳城街道的大街小巷，却呈现出一派
火热的劳动场景，随处可见干部群众
大扫除的身影。他们拿起扫帚、铲子

等，对小区楼院的垃圾卫生死角、废
弃杂物、乱吊乱挂和道路两侧的人行
道污渍以及绿化带内的“白色”垃圾
进行清除清扫，做到不留空白，不留
盲区，以崭新的城市容貌迎接新春佳
节。

“通过开展此次活动，不仅清理了
卫生死角，美化了环境，也给辖区居民
作出了表率，以实际行动引导市民爱护
环境，积极参与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
作中来。”合阳城街道花果山社区党员
干部潘静说。

合阳城街道

清洁家园 喜迎新春

花果山社区清洁家园活动现场 活动现场

本报讯（记者 魏鑫 摄影报道）1月
13日下午，南津街街道中南社区联合区
生态环境局，在德润世家小区开展以“洁
净迎新春环保在行动”为主题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个人未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的，将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下罚
款；单位未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
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的，将对单位处以 1000 元以下罚
款……”活动中，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

向在场群众作了《重庆市垃圾分类管理办
法》政策解读，并宣讲了生态文明理念和
环境保护知识以及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发
放了市民绿色生活宣传手册，倡导社区居
民共同营造绿色舒适整洁的生活环境。

在垃圾分类有奖知识问答中，工作
人员一边提问，一边指导社区居民将印
有垃圾名称的模块扔进分类垃圾箱中，
引导社区居民正确开展垃圾分类，树立
良好的文明习惯。随后，工作人员还和
社区居民一道拿起扫帚、铲子等工具对
小区进行了卫生大扫除。

南津街街道中南社区

倡导绿色生活 营造舒适环境

检
查
组
检
查
消
防
栓
安
全
状
况

本报讯（记者 王利 通
讯员 韩笑 摄影报道）为掌
握全区市政消防栓现状，确
保发生火灾时公共消防设施
完整好用，近日，区城管局
相关负责人带领区自来水公
司主要负责人对全区市政消
防栓进行专项安全检查。检
查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分
别在南城、北城选取 5 处点
位，对消防栓的正常使用情

况进行现场测
试。

检查组一
行重点检查了
消防栓出水状
况、水压情况、

维护保养及检修情况。检查
中发现，大部分消防栓处于
完整好用的备战状态，但仍
有部分存在有一定程度的锈
蚀、油漆脱落现象。区城管
局相关负责人督促区自来水
公司加强市政消防栓的日常
巡查维护，确保所有消防栓
达到正常水压出水，对油漆
脱落的消防栓要重新刷漆换

“新衣”。

我区开展市政消防栓专项安全检查我区开展市政消防栓专项安全检查

本报讯（记者 袁询）顾客在商场卫生
间摔倒后住院，商场该不该负责，该负多
大的责？1月9日，区法院就根据事实依
法判决了这样一起在现实生活中十分具
有代表性的案件。

2018年9月30日，刘某在合川某商场
上卫生间时，从卫生间进入洗手池途中

“扑通”一声不慎摔倒，伤势较为严重。事
故发生后，刘某被送至重庆某医院住院治
疗，后又转入另一医院继续治疗，总共用
去医疗费3万余元。期间，商场为其垫付
了部分费用。

之后，双方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未
果。2019年4月2日，刘某将该商场诉至

区法院，请求判决其赔偿自己医疗费、护
理费、残疾赔偿金等18余万元。据悉，刘
某摔倒受伤的位置无明显水迹，卫生间至
洗手池处有一台阶，内外均为同一颜色地
砖铺设，亦无任何警示标志。

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作为意识健
全的成年人，在卫生间行走时应该尽到审

慎义务，其因自己的疏忽而摔倒，自身存有
过错；另外，按照民用建筑设计相关标准，
室内台阶踏步数不宜少于两级，当高差不
足两级时，宜按坡道进行妥善设置。但该
卫生间与洗手池连接处设置的台阶只有一
级，且铺设的地砖为同一颜色，也未设立警
示标志，未达到醒目的告示效果，故该商场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刘某摔倒造成的
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结合实际情
况，区法院最终判决由某商场赔偿刘某4万
余元，其余损失由刘某自行承担。

顾客在商场卫生间摔伤，该由谁担责？

合川区东津沱超限卸载场目前因卸载

货物较多，严重影响卸载场的正常运行，

请 渝 CK9627、渝 BS9605、渝 D21223、渝

D93676等2018-2019年在东津沱卸载场卸

货后没有转运货物的货运车辆，在 5 个工

作日内凭有效证件及相关文书到重庆市

合川区交通行政执法支队办理转运手续，

凭手续到东津沱卸载场转运货物，如逾期

未前来转运，我支队将根据有关规定进行

处理。

重庆市合川区交通行政执法支队
2020年1月14日

重庆市合川区交通行政执法支队

关于东津沱卸载场货物转运的通告

本报讯（记者 周云 摄影
报道）1月10日上午，记者在钓
鱼城街道打铜街看到，这里有
一间艺术工作室。工作室内翰
墨飘香，一位中年男子正在书
写“福”字。一张张充满喜庆与
祝福的“福”字摆在案头，其中
有楷书、魏碑、行楷等各种字
体。

这位正在书写“福”字的中
年男子，就是区书法家协会副
主席陈德川，现年 56 岁的他，
从十几岁开始练习书法艺术，
是合川乃至重庆知名的书法
家。

“每年春节到来之际，我
都要书写几百个‘福’字，免
费 送 给 街 坊 邻 居 和 亲 戚 朋
友。”陈德川告诉记者，春节
到来之际，有人送问候，有人
送红包，有人送节日礼品，作
为一名书法艺术家，他就用自
己 的 特 长 书 写“ 福 ”字 迎 新
年，为街坊邻居和亲戚朋友送
上一份祝福。

书法家送书法家送““福福””迎新年迎新年

书法家送“福”

文明进行时文明进行时
之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上接1版）
今年1月6日，投资约4000万元的火车站公交换乘枢纽系

统正式投入运营。火车站公交换乘枢纽建筑面积约1.4万平
方米，设置有夜间停车位约40个、管理用房5间、公共厕所45.4
平方米、上下旅客通道及手扶电梯2处等相关配套设施。目
前，116路、126路、118路、128路公交车已进驻公交换乘枢纽，
旅客可从火车站内按指示标识直达公交换乘枢纽，形成铁路、
公交一站式换乘交通体系，对需要接送旅客的私家车或网约
车还设置有30分钟以内免费停车位。火车站公交换乘枢纽系
统进一步完善了合川公共交通体系和火车站客流集散功能，
实现了铁路客运与城市公交的无缝对接，更好地满足广大旅
客“零距离换乘”的出行需求。

“目前，我们正全力争取渝西高铁（达州方向）在合川沙溪
附近选址设站并实现开工建设。同时，积极争取市郊铁路渝
合线渭沱段及磨心坡段尽早启动建设。”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接下来，还将继续聚焦铁路项目建设，全力推进铁路
枢纽建设；稳步推进合川综合物资配送中心（合川高阳铁路货
运站）建设；力争市郊铁路渝合线、兰渝铁路合川渭沱货运站
及连接线全线复工建设；同步启动市郊铁路渝合线延伸至武
胜县和合川至大足段前期工作……

一个个项目的顺利开工建设并投用，合川轨道交通正以
崭新的面貌走入人们的生活。眼下，全区人民正在分享着铁
路项目建设的成果：从早上7点16分到晚上22点，经停合川火
车站的47趟列车，让群众实现了“乘火车东至上海、南至南宁、
西至兰州、北至西安”朝发夕至以及追求“诗和远方”的梦想。

方便快捷的轨道交通，让人们出行日益方便快捷，也加快
了沿线城市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往来，对合川融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以及“双百”城市建设极具带动作用。

乘着火车追逐“诗和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