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罗洪 王利 任洋 魏
鑫）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区领导分别走访
慰问贫困党员、困难群众、离退休干部、道
德模范等，向他们送去节日的问候，将党
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1月21日，区委书记李应兰带领区级
相关部门负责人，前往南津街街道、钓鱼
城街道和合阳城街道，开展春节前慰问活
动。

李应兰首先看望慰问了困难党员蒋
世仁。蒋世仁今年 78 岁，因患病花去了
家中的积蓄，导致家庭经济困难，但他为
人乐观豁达，平时积极参与社区工作，发
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李应兰仔
细询问了老人的身体状况，并就传统工业
转型升级、老旧小区电梯安装等问题进行
了交流。李应兰叮嘱街道和社区相关工
作人员，要随时关注老人的日常生活，帮
助解决实际困难。

随后，李应兰一行前往退休干部刘
六国、刘国祥家中，为他们送上新年的
祝福。刘六国和刘国祥十分关心合川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常为区委、区政
府提供建议。李应兰认真询问了两位
老干部的日常生活情况和家庭情况，并
感谢他们对合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
和支持，祝愿他们新年快乐，阖家幸福，
希望他们为区委、区政府提出更多好的
意见、建议。

在上甘岭战役一等功臣蒋诚家中，
李应兰为蒋老一家送去了新年的问候。
蒋诚今年 92 岁，曾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
役身受重伤的情况下，以重机枪歼敌四
百余名、击毁敌重机枪一挺、击落敌机一
架，荣立一等功。李应兰说，蒋老在战场

上立下了赫赫战功，退伍后在工作中爱
岗敬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树立了良
好家风，值得我们学习。蒋老的事迹通
过报告会传播之后，大家都深受教育，思
想和灵魂都受到了深深触动。李应兰反
复叮嘱相关部门和镇街干部，要更多地
关心蒋老一家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
际困难。

在区人武部，李应兰与官兵们合影留
念，向人武部官兵们致以节日的祝福和问
候，并对他们为合川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
贡献表示感谢。

1月20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徐万忠
代表区委区政府，带队开展春节慰问活
动。

徐万忠首先前往武警合川中队，看望
慰问部队官兵。徐万忠说，武警合川中队
是合川土地上的一支尖兵，担负着保障全
区安全稳定的重任。春节万家团圆之际，
你们仍然坚守岗位，我代表区委区政府向
你们表示感谢，祝你们春节快乐、万事如
意。

在贫困学生王薇甄家，徐万忠了解到
王薇甄品学兼优后表示赞许，鼓励她发奋
学习，争取考上好中学、好大学，摆脱贫
困。徐万忠表示党委政府将在其学习生
活方面给予支持。

来到在乡六级因病伤残军人李东
家，徐万忠了解其伤残金领取情况和生
活状况，并祝李东全家春节快乐、阖家幸
福。

来到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周红亮家，徐
万忠感谢她乐于为小区建设管理做贡献，
并表示政府将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叮嘱她
坚定信心、积极生活。

在城镇低保户黄雪英家中，徐万忠
说，党委政府对困难群体生活非常关心，
有困难可向社区反映，并勉励其正在考研
的儿子勤奋好学，区里的专项助学政策将
对其给予支持。

在离退休干部张均凤家，徐万忠向其
简要介绍了2019年合川经济社会发展所
取得的成绩，感谢她对合川经济社会发展
的关心支持，祝她新年快乐、家庭幸福。

1月21日，徐万忠到区消防救援支队
慰问消防救援队员。徐万忠说，区消防救
援支队在抗洪抢险、火灾防控等方面是一
支重要的力量，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
风及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春节期间一如
既往把岗位坚守好。同时祝大家新年快
乐、阖家幸福。副区长桑子陶参加慰问活
动。

1月21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马培生
带领区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开展走访慰问
活动。

“来合川多久了，能适应这儿的环境
吗？”在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马
培生看望慰问了去年引进至我区的卫生
系统C类高层次人才高佳。他指出，医疗
卫生工作关乎群众健康，希望高佳发挥专
业特长，为保障群众健康贡献力量。

离退休老干部陈良位是我区一名副
厅级退休干部；贫困党员匡银州为南津街
街道米坊村群众服务 46 年，曾任米坊村
党支部书记43年。马培生分别去到二人
家中，与两位老人促膝长谈，详细了解其
身体情况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们为合川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并叮嘱他们要保
重身体、安享晚年。

功能障碍者陈陶因渐冻症导致肌肉

严重萎缩，行走艰难，现靠最低保障金维
持生活；城镇低保户纪建春因智力障碍，
平时靠母亲退休金和纪建春每月低保金
维持日常生活和医疗费用，生活困难。马
培生分别去到陈陶和纪建春家中，详细询
问二人身体状况，要求相关部门和社区加
大对这类群体的关心关怀力度，帮助解决
生活中的困难和难题。

1月19日下午，区政协主席周立友带
着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问候，与区级相关部
门负责人一同走访慰问。

在慰问优秀教师黎静时，周立友希望
黎静老师继续发扬奉献精神，发挥骨干榜
样作用。在慰问离退休干部蒋维彦时，周
立友嘱咐他要保重身体、安享晚年，希望
他继续发挥余热、关注合川的经济社会发
展。

道德模范姜小波就职于区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他去年3月11日在乘坐动车时
成功救治了一名腹腔脏器大出血的女乘
客。在姜小波家中，周立友对姜小波的行
为表示赞赏，认为姜小波的行动诠释了一
名医务工作者的大爱无疆的初心，值得大
家学习。希望他在今后工作中，继续传递
正能量，为民服好务。

周立友一行还走访慰问了退役军人
周宜中、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刘学云、残疾
贫困学生王渝。慰问中，周立友说，党委
和政府一直关心着你们，春节快到了，希
望你们和家人过一个欢乐喜庆的新春。
同时要求各相关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对困
难群体的关心和照顾，帮助困难群众切实
解决实际困难。被慰问人员对党委和政
府纷纷表示感谢，并坚信在党和政府的关
怀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区领导带队开展春节前慰问活动

走访慰问送关怀 情真意切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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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万物繁衍生息，靠的是水的滋养
补育。合川，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交汇，
水域面积达96平方公里，河流总流程1793
公里，年过境地表水流量约 711 亿立方
米。可以说，合川因水而兴，也因水而美。

水，作为合川一张有特色的名片，如
何保护三江水质，绘就人水共生的生态画

卷，区人大常委会在思考，在行动。
近年来，区人大常委会把监督嘉陵

江、涪江、渠江三江水质保护工作作为落
实水污染防治法的工作重点。通过听取
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专题询问、专项
工作评议、作出决议决定以及视察、调研、
回头看等方式，点面结合、上下联动，对全
区水污染防治工作开展监督，督促区政府
及其相关部门严格落实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和相关责任。同时，以“河长制”为工作
抓手，推进“一河一策”污染整治和综合保
护。

近日，记者获悉，区人大常委会联合
四川省武胜县、岳池县、华蓥市人大常委
会和重庆市铜梁区、潼南区人大常委会，
本着“共享、共担、共建、共防、共治”原则，
通过搭建联动平台，协同推进嘉陵江、涪
江、渠江三江水质保护工作，携手推动三
江水生态文明建设。

片区联动 形成保护合力

去年 12 月，区人大常委会联合嘉陵
江、涪江、渠江三江沿线的武胜县、岳池
县、华蓥市、潼南区、铜梁区人大常委会，
召开了六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协同推进三
江水质保护工作联席会第一次会议，并发
出《六县（市、区）人大协同推进嘉陵江、涪
江、渠江三江水质保护工作倡议书》，标志
着六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协同推进三江水
质保护工作拉开合作序幕。

为何要片区联动？
据区人大城环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随

着草街航电枢纽成库后，嘉陵江、涪江、渠
江全面渠化，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环境
呈现干流水质好，支流水质较差的特点，
而合川支流达250余条，水污染防治任务
异常繁重，水环境改善面临较大压力。“通

过六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联动监督保护三
江水，利用倒逼机制，不仅可以防治水污
染，还可以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推动六县
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区人大城环委相
关负责人说。

联动之后，可以号召六地全体人大代
表依法履行各项职权，带头选择绿色环保
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减少污染排放，
努力倡导亲水爱水的生态文化。

法治力量 推动三江生态文明建设

六县市区人大联动，主要干什么事？
据悉，六县市区人大将加强对嘉陵

江、涪江、渠江三江水环境保护的调查研
究，深入研讨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水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行动方案和相关政策措
施，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提出意见建
议。（紧转3版）

让三江水更活、更净、更美
——六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协同推进三江水质保护工作小记

记者 任洋

本报讯（记者 王利 任洋 魏鑫）
春节将至，为加强节日期间安全生产
工作，让广大市民过一个平安祥和的
新春佳节，近日，区领导带队开展
2020年春节前安全生产检查。

1月20日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
徐万忠带队开展2020年春节前安全
生产检查。他要求，强化安全生产责
任意识，健全应急处置机制，配备应急
队伍，强化安全演练、培训等工作，确
保监管监控有效运行，全力做好安全
生产相关工作，让群众安全度假、平安
过节。

在合川客运总站，徐万忠查看了
停车场、安检口、候车厅等区域，详细
了解客运总站车辆调度、安全生产制
度落实、安全生产培训、安全监控运
行等情况。徐万忠说，春运期间，交
通安全责任重大，要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制度，加强安全生产培训，完
善车载监控，严禁疲劳驾驶，确保春
运安全有序。

“如果某栋楼发生火情，你们怎
么处理呢？”“消防管道整改完成了
吗？”在东海滨江城，徐万忠边看边
问，并深入小区物业中控室，详细了
解消防安全相关工作。徐万忠要求，
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火灾事故教训，
按照最新标准和要求，抓好消防安全
整治，加强安全应急演练。物业管理
公司要组建应急抢险队伍，与小区居
民建立险情协同处置机制，以最快的
速度妥善处置火情。

“操作规程平时都清楚吗？平时
开展过安全演练吗？”在区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安全控制室，徐万忠
与当班工作人员交流，了解应急处置
机制建设、应急队伍建设等情况，详细
查看报警设备、视频监控设备运行状
态。徐万忠指出，医院是人流密集区
域，要尤其重视安全保卫工作，严格落
实轮班制度，一旦出现火灾、伤医等情
形，确保快速高效调度处置。

副区长桑子陶一同检查。
1月21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马

培生带领区级相关部门负责人，重点
围绕道路交通安全、市政公园安全和
消防安全，开展 2020 年春节前安全
生产检查。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
东一同检查。

在合阳嘉陵江大桥转盘春运交
通服务站，马培生对春运期间坚守岗
位的交巡警同志道一声辛苦。他表
示，春运期间，车流量增大，交通安全
第一重要，要发挥好交通服务站点作
用，严格做好车辆超限、超载检查，严
查交通违法行为，防范和遏制道路交
通安全事故发生，尽心尽力为市民营
造安全出行的环境。

在人民公园，马培生详细了解了公园市政设施维护、
游乐设施日常安全检修情况。他指出，春节临近，游客增
多，公园游乐设施使用密度大、运行时间长、运行负荷重，
相关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强化管理，按照规章加大对游
乐设施的安全检测、检修力度，全心全意为市民营造安全
游玩的环境。

在重百商场，马培生指出，商场是人流密集场所，消防安
全不可忽视，相关部门要严格检查各类消防安全设施，工作
人员要熟悉掌握消防器材使用方法，商场也要加强管理，确
保消防逃生通道畅通。同时，要做好商场秩序维护工作，防
止踩踏事故，尽心竭力为市民营造安全购物的环境。

1月20日上午，区政协主席周立友带队开展2020年春节
前安全生产检查，向工作在一线的职工送去新春问候。区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卢波陪同检查。

在区中医院，周立友一行查看了医院改造项目工地，叮
嘱医院负责人要切实落实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将各项安全举
措落实到位防患于未然；在文峰苑养老服务中心，周立友一
行依次查看了中心食堂、房间以及活动场所，嘱咐中心负责
人特别要注意消防和食品安全，确保老人们平安过节；在南
津街永辉超市，周立友一行从食品生产加工到销售等各环
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检查；在万和药房南津街店，周立友一
行详细了解了过期药品处理方式。

每到一处，周立友都认真听取相关单位负责人安全生产
责任落实情况介绍，并进行了实地查看。检查中，周立友反
复表示，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各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节假日期间建筑工地、消防、食品、药
品等安全工作，各负其责，严格把关，加强巡查，确保春节期
间全区人民吃得安心、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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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应兰看望慰问蒋世仁 记者 罗洪 摄 徐万忠看望慰问黄雪英 记者 王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