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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
摄影报道）“现在安起路灯
就好了，晚上有事出门也不
怕了……”近日，二郎镇六
合村 4 组村民石显成高兴
地说道。

在六合村村委会办公
室附近，记者看到几位工人
正在组装路灯灯座。不远
处，首批安装好的路灯矗立
在公路两侧，在路旁鲜花的
映衬下，形成了一幅美丽宜
居的乡村风貌。

据了解，六合村辖区内
公路两旁路灯较少，群众夜
间出行十分不便，安装路灯
就成了当地群众十分期盼
的事情。二郎镇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在深入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中，了
解 到 这 一 情 况
后，立即组织人
员实地调研，积
极申报道路亮化
工程项目，并筹

集资金迅速实施，陆续在该
村主干道等人口流动密集
处安装路灯。“我们这次共
安装路灯 300 多盏，范围涉
及7个村民小组，受惠群众
3000 多人，预计在 12 月底
之前完工。通过安装路灯，
切 实 为 群 众 出 行 带 来 方
便。”六合村党支部书记石
元福说。

二郎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了解群众所需所盼，解
决群众反映的困难和诉求，
是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接下来，该镇将进一
步加强办好民生实事的力
度，切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二郎镇

实施道路亮化工程 方便群众夜间出行

已安装好的路灯

时下，健身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不少社会体育指导员活跃在各镇村、机关、
企事业单位和活动站点，开展科学健身指
导服务，为推动全民健身、科学健身发挥着
积极的作风。合川中学的体育教师陈兵均
就是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之一。

陈兵均热爱体育事业，工作勤奋，潜
心体育教学20余年。他不仅通过教学让
自己的学生掌握体育基础知识与技能，
还利用所学本领积极深入到小区、企业
指导体育运动锻炼，让更多的人投入到
全民健身大潮中来，被评为合川区“三江
英才”的体育优秀人才。近日，记者对他
进行了采访。

初心：做全民健身的参与者、践行者

陈兵均说，小时候他看到电视上长
跑健儿们获得奖牌为国争光的画面，内
心感到十分的羡慕与自豪，那个时候他
就下定决心要将自己的身体锻炼好。于
时，在课余时间，他就经常去跑步、打篮
球、踢足球，积极参加体育活动。高三
时，体育老师让陈兵均顶替受伤队员去
参加全区的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他获得
了 400 米第二名的成绩，于是备受鼓舞，
更加坚定了体育锻炼的信心，从此与体
育结缘。半年后，陈兵均考取了成都体
育学院社会体育专业，开始了更加刻苦
的专业训练。他不断提升自己的体育技
能，获得篮球、足球、门球、软式网球等多
个项目的国家二级裁判资格及国家一级
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

参加工作至今，陈兵均每天都坚持体
育锻炼，并积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他参

加过篮球、足球、田径、网球、登山、龙舟、广
播操、跳绳等比赛，均名列前茅。多次参加
区体育教师基本功大赛均获第一名，三次
代表合川区参加重庆市体育教师基本功大
赛均获奖。

践行：做全民健身的传播者、引路者

陈兵均认为，学校体育是全民健身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打好学校体育基础，
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体育全民健身的发
展。因此，自1998年7月参加工作成为一

名体育教师以来，他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参
加体育健身的意识，利用课间操和体辅课
开展形式多彩的体育活动，使学生从小养
成坚持锻炼的习惯；在学校建立学生体育
社团，组织社团比赛交流，激发学生运动兴
趣，不断壮大体育健身人群。

如今，陈兵均的一些学生也成长为体
育教师，如在川师大任教的成都市青年女
篮教练李永书、大足中学的彭飞、长寿中
学的邹露、瑞山中学的廖毅、区篮球队的
周林森等。这些学生正和他一样教书育
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体育教育事业贡献

力量。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陈兵均被多次评

为优秀教师、优秀教练员、优秀共产党员，
2017年被评为重庆市级骨干教师。

担当：作全民健身的倡导者、推动者

工作之余，陈兵均经常深入小区、企业
指导体育运动锻炼。2015 年他被钓鱼城
街道聘为太平门社区体育指导员，指导社
区的篮球、网球、足球运动训练；每周两次
到江润网球场，指导小区业主的网球锻炼；
指导区质监局、区政法系统和区工业园区
等单位的篮球、广播操比赛等。他多次担
任各级各类体育运动比赛的裁判工作，多
次荣获优秀裁判员称号，2016年9月获得
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

陈兵均还积极参加各类民间体育组
织、群体活动，加入了足球俱乐部、网球俱
乐部、跑步协会等。他担任区网球协会副
秘书长，组织协会队员每年2次参加渝西
片区网球邀请赛，带领队员在今年重庆
市第六届运动会中获网球团体第七名的
佳绩。

为普及全民健身，陈兵均还经常去到
钓鱼城街道盐溪桥、太平门等社区倡导运
动健康，开展科学健身指导，引导和激发群
众的健身兴趣，养成锻炼的习惯。

运动改变生活，健康创造未来。陈兵
均表示，不忘体育初心，教育学生掌握体育
健身的知识技能与方法，激发学生热爱运
动的兴趣，培养学生良好的锻炼习惯。让
更多的人参与全民健身，在运动中收获健
康，在健康中享受快乐，在快乐中体验人
生，为实现健康中国梦，砥砺前行！

让全民健身“热”起来
——记合川区“三江英才”陈兵均

○记者 谢英 文/图

“三江英才风采”系列报道

本报讯（记者 王利 通
讯 员 唐敖 王谔）11 月 12
日，记者从区人力社保局获
悉，我区通过主体培育、交流
培育、技能培育、载体培育等
方式，精准引导人才扎根基
层服务发展。

据了解，区人力社保局
聚焦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持
区内企业、科研院所建设博
士 后 科 研 工 作 站 。 截 至 目
前，已累计建成希尔安、北汽
银翔、凯特动力、中兴网信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 4 个，合川
区工业园区博士后创新实践
基地 1 个，培养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6人，培养入
选“鸿雁计划”“重庆英才”

“三江英才”团队 22 个、人才
570 名；紧抓专技人才培养，
围绕装备制造、医药健康、信
息技术三大主导产业和服务
行业，培训技能人才 5.83 万
人次，开展三批专业技术援
藏干部轮换选派工作，选派
教育、卫生、工程技术等专技
人员10名援藏。

该 局 积 极 助 力 乡 村 振
兴，组织粮油、生态鱼、生猪
等专家服务团服务基层，云
门街道铁家村蚕桑技术指导
项目顺利完成，古楼镇摇金
村琵琶栽培项目获得市农技
推广总站专家精准服务；积
极搭建平台，建成国家级高
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市级首
席技能大师工作室等 5 个，
在建国家级公共实训基地 1
个；主动举办和参与各类技
能赛事，举办区级赛事 4 场，
组织企业职工和院校学生参
加中国?重庆职业技能大赛、

“巴渝工匠”杯市级行业赛等
各个层次的比赛，选拔人员
在全国、全市技能竞赛中获
奖45人次；鼓励创业创新，新
建成 6 个创业孵化基地（园
区），成功打造在全市具有影
响力的“创业创新”大赛品
牌，24 个优秀创业项目获得
市级创业创新大赛奖项，3 个
项目获重庆市级一等奖，“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氛围日益
浓厚。

区人力社保局

精准培育引导人才
扎根基层服务发展

本报讯（记者 甘晓伟）近
日，记者从狮滩镇了解到，为
有效治理大气污染，持续提升
空气质量，该镇把大气污染治
理作为全镇的中心工作之一，
多措并举，在人力、财力、物力
等方面加大投入，扎实做好冬
季大气污染综合防治工作，坚
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加强执法治排污。组织
镇、村干部对辖区企业开展检
查、排查工作，对个别企业存
在的露天存放沙石、违规作
业、违法排污等违法行为进行
依法查处。截至目前，共出动
执法人员30余人次，检查、排

查企业 20 余家，发现各
类违规问题 10 处，现已
全部整改完成。

开 展 露 天 禁 烧 工
作。充分发挥网格员监
管责任，加强定点、定

人、定责管控，确保问题第一
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坚
决杜绝露天焚烧行为，切实减
少大气污染源。

加强宣传造氛围。组织
镇、村干部大力开展宣传活
动，积极宣传环保政策法规和
环保知识，引导群众和企业树
立环保意识并遵守环保相关
法律法规，进一步提升广大人
民群众保护环境、创建美好家
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截至
目前，共开展宣传活动 5 场
次，悬挂宣传横幅20条，张贴
海报 30 张，发放宣传单 1000
余份。

狮滩镇

扎实做好冬季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 摄
影报道）日前，燕窝镇人大主
席团组织辖区部分人大代表，
去到该镇高峰村乡村振兴示
范点进行视察调研，为全面巩
固脱贫攻坚成效，实现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言
献策。

当天，人大代表一行先
后去到高峰村电商服务站、
宜机化柑橘园、高峰村 1 组
等处，通过实地调研走访，听
取了相关工作情况介绍，详
细了解红薯种植产业发展、

“燕小二的店”电商平台运营
以及宜机化柑橘园种养循环
项目推进情况，全面了解各

处 乡 村 振 兴 示 范 点 建 设 情
况，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

人大代表表示，乡村振兴
是“十四五”规划建设的重中
之重，是推进全镇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事业。大家将充分
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不断提高
自己履职意识和服务水平，为
谋划好高质量乡村振兴发展
规划积极建言献策。代表们
提出，要重点扶持发展以红
薯、柑橘、藤椒种植等为主的
特色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促进当地特色产业发
展，为推进燕窝镇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力量。

燕窝镇人大主席团

组织视察调研
助推乡村振兴

人大代表一行视察柑橘种植产业发展现场

11月23日，区政协十七届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推进会召开，区
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明道贵参加会议。

（记者 刘鑫宇 特约记者 唐魏）

政务简报

2021 年 11 月 24 日新华网讯（记
者 王凯博）为切实保障今冬明春特别
是元旦春节、冬奥会及全国“两会”期
间蔬菜等“菜篮子”产品市场供应、价
格平稳，近日，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
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银保监
会、中国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切实抓好冬春蔬菜生产 确保“菜篮
子”产品保供稳价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部署蔬菜等“菜篮子”产品保
供稳价工作。

《通知》要求，严格落实地方属地
责任，将做好今冬明春蔬菜等“菜篮
子”产品保供稳价作为“菜篮子”市长
负责制考核的重要内容，统筹抓好生
产发展、产销衔接、流通运输、市场调
控、质量安全等各项工作。要稳定提
高蔬菜自给能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确保菜地面积稳定、质量不
断提高。要强化蔬菜应急生产和供应
能力，制定完善本地区蔬菜生产和市
场供应的应急预案，保障市场供应平
稳、价格基本稳定。

《通知》强调，要分区分类抓好冬

春蔬菜生产。“南菜北运”基地要充分
发挥冬季光温优势，挖掘冬闲田资源，
因地制宜扩大冬季蔬菜生产，增加对
北方地区的调出量。北方设施蔬菜主
产区要稳定增加日光温室、塑料大棚
等设施蔬菜生产面积，增加冬春地产
鲜菜供应量。大中城市要提早研判自
然灾害和突发疫情影响，提早安排速
生叶菜等应急保供蔬菜生产，增加上
市量。要及早制定应对“拉尼娜”防灾
应急预案和病虫防控方案，做好化肥
农药等物资储备和技术准备，加强分
类指导服务，提高蔬菜产量。要加强
质量安全监管，严把投入品源头关，大
力推行科学用肥用药，严把市场准入
关，严格落实农批市场入场查验和食
用农产品销售者进货查验要求，保障
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通知》要求，要加强蔬菜生产、市
场、储备等信息监测调度，适时发布产
销信息，搞好产销衔接，落实鲜活农产
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确保区域间
快速调运，防止出现卖难和断供。要
加强部门协作和宣传引导，确保蔬菜
等“菜篮子”产品供给安全，维护正常
社会秩序。

多部门发联合通知 确保“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

11月22日，菜农在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大杨镇十张村蔬菜基地采收蔬菜供应市场。
新华社发（葛传红 摄）

我为群众办实事

坚持生态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绿色发展
建设三江重要生态建设三江重要生态屏障屏障

陈兵均（前一）带领学生练习篮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