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6日，是沙鱼镇的逢场天，沙
鱼镇举行“迎新春·送春联”活动，一幅
幅充满喜庆与希望的春联，被前来赶
场的群众领取。

来自沙鱼镇庙堡村4组的李素白
大妈说，今天上街赶场，除了购买一些
能吃的年货外，还领取免费赠送的“文
化年货”春联及“福”字回家，为即将到
来的春节增加一份吉祥和喜庆。

记者 周云 摄

送文化年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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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盛 通讯
员 姜先惠）记者日前从钓鱼街
道召开的消防安全工作推进会
上获悉，为进一步抓好辖区消
防安全工作，切实增强高层建
筑消防安全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从1月7日起，钓鱼城街道将
在辖区范围内开展高层建筑消
防安全集中治理行动。

街道要求各社区在辖区范
围内开展“大排查、大清理、大
整治工作”，对高层建筑开展

“实名制”摸底排查，并建立高
层建筑基础数据库和隐患问题
清单。对无物业、无业主委员
会、无大修基金的“三无”高层
建筑开展火灾隐患专项排查整
治。组织辖区网格员、积极分
子、志愿者等力量开展畅通消
防车通道宣传工作，并配合职
能部门开展畅通消防车通道专
项执法行动。利用微信、微博、
楼宇广告、LED 屏等形式营造
浓厚的消防安全氛围。组织社

区、行业单位责任人开展消防
安全培训，对存在严重消防安
全隐患的单位及时在主流媒
体、行业内部曝光，督促其及时
整改。同时，对于无物业服务
企业的住宅区，落实专人，加强
消防车通道管理，防止被占用、
堵塞。街道还要求各相关部门
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配合
做好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
理工作，确保辖区不发生火灾
事故。

钓鱼城街道

集中治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何蒙）今

年以来，区司法局深入开展岁
末年初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项
行动，切实高效便捷维护全区
农民工合法权益。

据悉，区司法局依托区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实体、热线、
网络平台，大力推广“农民工
欠薪求助绿色通道”，为全区
农民工提供及时受理、快速办
理等便利服务措施。组织法
律援助律师服务团深入企业

一对一开展法治体检，引导民
营企业依法用工，保障农民工
合法权益。加大宣传力度，在
区行政服务大厅广场等人流
量较大区域开展法律援助宣
传活动，使农民工进一步了解
法律援助内容。今年以来，发
放新版《法律援助宣传手册》

《法律援助服务指南》等宣传
手册 300 余份，已受理法律援
助申请 5 件，接待农民工咨询
400余次。

区司法局

开展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项行动

南津街街道

人大代表为村民送春联
本报讯（记者 魏鑫）1月14日上午，南津街街道人大工委

组织人大代表和区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为夜雨村居民送上
春联，带去节日的问候。

当天，人大代表和区书法家协会会员去到夜雨村，在院坝
摆起桌子，由村民自己挑选春联的内容，书法家们现场为居民
书写春联。记者在现场看到，闻讯而来的村民将书法家团团
围住，观看书法家现场挥墨，一幅幅春联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写完春联，书法家又写起了“福”字，村民们纷纷求“福”，期待
来年健康幸福。

随后，人大代表还为夜雨村10余名贫困老人送去大米、面
条、食用油等慰问品，祝福他们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文明城区你我同创文明城区你我同创 幸福合川万家共享幸福合川万家共享

本报讯（记者 周云 摄影报道）1 月 15 日晚，盐井街道
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活动暨 2020 年迎春文艺晚会。

本次迎春文艺晚会共有 12 个节目，其中有开场舞《大
国芬芳英姿》、舞蹈《鼓动天地》、杂技《小丑技秀》、歌曲

《摇滚》、歌伴舞《不忘初心》及川剧变脸等，异彩纷呈的文
艺节目与演员的精彩表演，洋溢着节日的喜庆，赢得群众
阵阵掌声。

在演出过程中，盐井街道还对 2019 年度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先进典型进行了表彰。

盐井街道

举办迎春文艺晚会

迎春文艺晚会表演现场

本报讯（记者 余文文 摄影报道）1月14日上午，区科协在
云门街道农贸市场广场开展“合川区2020年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科技与科普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向来往群众发放反邪教知识、家庭急救
常识、高尿酸血症膳食防治、食品营养与合理膳食、老年人营
养手册、理性防灾、做城市环境保护者、法律知识宣传手册、宪
法宣传、合川文明12条等方面的宣传资料和环保袋，过往的群
众积极咨询，领取宣传资料，兴趣甚浓。

区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新的一年他们会积极探索，把志
愿服务活动贯穿在全年的工作中，使活动常下基层、常入户，
通过开展科普宣传活动，积极传播科学文化，普及科普知识，
不断增强居民的科技意识，使科技知识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区科协

开展科技与科普志愿服务活动

科普活动现场

交通事故当事人向交巡警送锦旗
本报讯（记者 袁询）1月17日，交通事故中受伤的李某为

表达对交巡警的感激之情，专程来到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云门
公巡大队事故处理办公室，把一面印有“法律卫士、为民服务”的
锦旗送到办案交巡警李凡海手中，激动地说：“谢谢，谢谢李警
官，这么多年你一直牵挂着我的事，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原来，2017年8月25日，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云门公巡大
队接到群众报警，省道208线37公里600米处（重庆大正饲料
厂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摩托车被左转弯的大货车撞
倒在地，摩托车驾驶员受伤严重。接警后，值班交巡警李凡海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协助120医护人员将事故中被撞受伤的驾
驶员李某送往医院救治。

事后，李凡海通过其亲戚得知，李某父亲刚刚过世，母亲
无业在家，当时李某还是一名学生，其家庭情况十分困难，根
本无力承担所需要的巨额治疗费用。为了让李某能顺利治
疗，李凡海多次与肇事司机联系沟通，反复对其做思想工作，
使其尽力为伤者垫付医疗费用，解决燃眉之急。

当事故程序走到调解这一步时，伤者李某的母亲表示不
懂如何索赔，李凡海又耐心仔细地与她解释相关流程，并跟保
险公司人员沟通，争取给伤者家庭减轻负担，保护其合法权
益。最终，该案件得到圆满解决。近几年，李凡海还多次走访
看望李某，了解其身体康复情况。李某一家对李凡海感激不
尽，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本报讯（记者 袁询）2020 年春节即
将到来，城区及各镇街又迎来一年中最
拥堵的车流高峰期。1 月 20 日，记者从
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了解到，根据我区
道路交通特点，预计在腊月二十七至大
年三十、大年三十晚 9 时至次日凌晨 1
时、正月初一至正月初六将分段迎来交
通流量高峰。对可能出现的局部缓行甚
至堵塞现象，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特制
定相关措施，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遵守
规定，文明出行，共同营造和谐有序的道
路交通安全环境。

一、三次出行高峰

根据近三年春节节前及长假期间交
通状况分析，预计今年春节期间，我区仍
将受集中返乡、走亲访友、出行出游等因
素影响，出现阶段性出行高峰。

一是1月21日（农历腊月二十七）至
1 月 24 日（农历大年三十）：预计城区桥
梁、主干路和主要路口日均交通流量增
长量约为 6%—7.5%，高峰时段主要集中
在 17 时至 18 时，城区部分路段、路口将
出现交通缓行状况。

二是1月24日（农历大年三十）21时
至次日凌晨1时：受祭祀活动的影响，寺
庙周边道路有可能出现车辆缓行状况。

三是 1 月 25 日（农历正月初一）至 1
月30日（农历正月初六）：主要出入城路
口、兰海高速我区各收费站连接道路交

通流量预计将增长45%—65%，高峰时段
交通流量预计增长150%—175%，高峰时
段预计在9时至11时和16时至17时，期
间有可能出现长队列缓行状况。

二、重点易发拥堵点位提示

城区易堵点位：上什字路口、中什字
路口、水产校路口、汽车客运中心路口、
公交上中心路口、公园路口，上什字周边
道路、南屏路、南屏西路、合阳大道、北环
路、蟠龙路、交通街、公园路、嘉滨路。

城区易堵时段：春节每天8:00-10:00
时，17:00-18:30。

公路易堵点位：S208 线铜合路口-
南沙路口，江润路口-思居场镇-云门
场镇-天星场镇-高龙场镇-涞滩路
段；G212 线五尊工业园-大石场镇-古
楼场镇。

公路易堵时段：春节每天8:00-12:00
时，15:00-17:00时。

三、交通组织措施

1.绕行上什字道路。为避开上什字
路口交通拥堵，进出城车辆可经 S208
线-横一路-涪沙路-涪江四桥或者G75
高速公路绕行。

2.火车站及周边道路交通组织方
式。目前火车站站前大道已投入使用，
往火车站车辆可经江城大道-站前大

道-火车站通行。社会车辆应当进入火
车站站前广场下停车库停放（火车站停
车场停车满额后，社会车辆从停车场出
口驶出，进入原火车站进站路两侧设置
的临时占道停车泊位有序停放）；原公交
车停车场改设在站前广场下公交专用停
车场，巡游出租车停放位置不变（仅供巡
游出租车停放上下乘客），网约出租车改
在站前广场下公交专用停车场对面停车
港上下乘客。

3.皂角院街单向通行。对皂角院街
实施顺时针单向通行交通组织，车辆一
律由公园路皂角院街路口驶入，由白云
观街路口驶出，禁止逆向行驶。

4.大石场镇交通组织方式。按照
G212→S308→石桂路→G212 逆时针单
向循环通行。一是大石往太和方向车辆
需在场镇十字路口左转进入太大路；二
是古楼往合川方向车辆需经 S308、石桂
路绕行；三是太和往古楼方向车辆需经
石桂路绕行。

5.云门场镇交通组织方式。云门大
桥至新场街路口按照红绿灯指示有序通
行；步云路将利用物理隔离设施分时段
设置潮汐车道，缓解合川往龙市方向交
通压力。

6.天星场镇交通组织方式。按照
S208→天云路→车乐路→S208逆时针单
向循环通行。合川往龙市方向车辆一律
经天云路、车乐路绕行；龙市往官渡方向
车辆一律经S208、天云路绕行。

7.高龙场镇交通组织方式。按照
S208→太平新街→S208 逆时针单向循
环通行。会龙方向驶出的车辆禁止左
转；合川往龙市方向车辆一律经太平
新街绕行，龙市往高龙场镇方向车辆
一律经高龙加油站路口、太平新街绕
行。

四、祭祀活动临时交通管制

1.除夕夜寺庙觐香活动
（1）三佛寺：1 月 24 日 21：00 至活动

结束，三佛寺路段（嘉滨路盐溪桥路口至
丁香路口）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
行，车辆通过北环路、208省道、花滩大道
绕行；对盐溪桥路采取由嘉滨路往 208
省道方向单向通行方式。

（2）文峰禅寺：1 月 24 日 21：00 至活
动结束，太平街赵家街路口禁止车辆驶
入太平街，江亭路永宁街路口禁止车辆
驶入永宁街。

（3）净水寺：1 月 24 日 21：00 至活动
结束，东津沱路口禁止车辆驶入东津路。

2.铜梁洞、高歇、卧龙墓区祭祀活动
农历初一至初六，根据实际交通流

量对墓区周边道路采取限流、单向通行
等交通管理措施。为避免上什字等重点
路口发生严重交通堵塞，建议去铜梁洞、
高歇墓地上坟祭祀的车辆经由合川工业
园区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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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易堵点位 城区易堵点位绕行上什字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