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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居住在深度贫困村——黔江区中
塘乡大山深处的双石村村民们，在新开发的扶
贫产业茶园里忙碌着，或补植茶苗，或除草，或
种植间作物，干劲十足。

说到双石村的变迁，还得从黔江区党员干
部大走访说起。

区乡干部走访
“观花”变“绣花”

双石村，小地名马岩，黔江区29个深度贫
困村之一。“马岩两层岩，红苕洋芋顿顿来。”这
是过去周边群众对双石村的形象说法，道出了
双石村的村情就一个“穷”字。

区委宣传部驻双石村第一书记王运洪到
任后，与乡政府驻村干部和村支两委干部一起
研究、一家一户走访，寻找一个持续、稳定的增
收项目。

“我们先后邀请了区农委、区供销社以
及湖北省咸丰县的有关专家对双石的土壤、
气候、发展模式进行了多次实地论证，认为
双石是发展茶叶的好地方。而且茶叶是一
个长效产业，其市场广阔，村民不愁销路。”
王运洪说。

说干就干。他们带领38户村民前往咸
丰大沙坝、麻柳溪茶叶基地考察学习。今年

69岁的村民杨天全，考察归来就种了10亩
茶叶，预计3年后收入即可稳定在6万元以
上。

“在两个月时间里，就实现高标准造园
600亩。”看着青翠的茶叶基地，王运洪很开
心。

“希望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让留守儿童们
切身感受到陪伴的温暖，健康、快乐地成长。”
区水务局团支部书记韩菲在驻深度贫困村邻
鄂镇沙子场社区工作中，通过走访萌生出帮助
留守儿童的想法，于是牵头策划“牵手成长，温
暖童心”留守儿童成长守护计划，招募60余名
志愿者与社区13名留守儿童开启了“一对一”
成长守护模式。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黔江比比皆是。黔
江区在深入推进精准脱贫攻坚工作中，坚持
区、乡、村（社区）干部逐村逐户大走访、大调
研，倾听民意、服务群众、谋划产业、解决难
题。38名区级领导定点包干深度贫困村，调
整、充实、新建209个村（社区）驻村工作队并
实现全覆盖，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
队”。区级部门和乡镇街道6000多名干部与
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做到帮困不漏户、户户
见干部，要求帮扶干部每月到田间地头、贫困
户家里走访一次以上，及时了解情况，帮助解
决问题。

“过去干部下来是‘走马观花’，现在下
的是‘绣花’功夫。”老百姓的赞许是对干部
大走访最好的肯定。党员干部大走访，察实
情、听实话、办实事，受到广大群众夸赞，全

区脱贫摘帽评估验收中，群众满意率达
96.87%。

教师重拾“法宝”
“家访”成“家教”

4月15日下午，石会中学初二年级三班班
主任李进来到学生钟浩的家中，这是他今年对
钟浩进行第二次“家访”。

“钟浩这次月考成绩有点下滑。你们要督
促他不要贪玩，让他学习之余，帮你们做做家
务、农活。”李进一如往常跟钟浩的爷爷奶奶拉
起了家常。

钟浩的母亲早年离家出走，父亲在外打工
十多年未归，少有联系。全家人的生计，就靠
近70岁的爷爷务农来维持。

“经过家访，我才了解到他家里父母角色
长期缺席。以后对他将会重点关注，也帮他家
争取了扶贫资助。”在李进眼中，钟浩品学兼
优，性格乐观，希望能够帮助他成才。

石会中学有很多像钟浩一样的留守儿童、
贫困学生。通过家访，他们得到了更多来自老
师、学校和社会的关爱和支持。

“家访，是我们开展教育工作的一个‘法
宝’。”区教委基教科长李瑜说，过去一段时期，
种种原因没有发挥好它应有的作用。近年特
别是2017年以来，全区教育系统重拾家访法
宝，常态化采取登门家访、电子家访等形式，在
教师、家长、学生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在李进的资料夹中，有一份《黔江区教师

家访记录表》，上面填写着学生的家庭基本情
况、家访目的、家访内容等。这样的表格，每一
次家访后都被要求如实填写。

“家访不仅是面对面的交流，更实现了
心与心的碰撞。”李瑜说，全区在读学生里，
有不少来自贫困家庭，也有不少留守儿童。
通过家访，能凝聚起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
体的育人合力，助力学生健康成长，更能向
家长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看似普通的家访，一举多得，收到了事半功
倍的效果。

目前，全区教师家访已经达到了年均8万
人次。一年多来，有428名未申报家庭困难学
生的家庭，经家访后得以补入并获得资助，全
区小学、初中巩固率分别达100%、99.66%。

“我要更加努力，考上一所好的高中。”老
师们的关心和支持，14岁的钟浩是明白的，他
腼腆的笑容里带着少年独有的单纯，照亮了未
来之路。

医生签约服务
“协议”连“情义”

“伯伯,你和伯娘要记得按时吃药哦，每天
不要太劳累！”

“要得，幺女，让你费心啦!”4月18日，黔
江区沙坝乡万庆村5组居民邓思普和妻子向
孝学笑容满面地把“幺女”送出家门。

77岁的邓思普患有严重的风湿疾病和胃
病，向孝学也是患高血压、冠心病、哮喘病多年

的老病号。他们口中的“幺女”，是二老的签约
家庭医生——万庆村村医邓芙蓉。自2017年
在《黔江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上写下自
己名字后，邓芙蓉就成为他们健康的“守护
人”，一直为他们提供上门服务。

3月26日晚上8点左右，向孝学在家看电
视，突然晕倒在沙发上，在一旁的邓思普见状，
赶忙一手扶住妻子，一手拨打邓芙蓉的电话。
邓芙蓉赶到对老人实施心肺复苏后，及时联系
中心医院急救科。

“我们3个娃儿都在外打工，那天晚上，要
不是幺女及时赶来，我这条老命早丢了。”提到
那晚发病，向孝学对邓芙蓉万分感激。

向孝学深有感触地说，要是以前有个
头昏脑胀的，要步行到5公里外的乡卫生院
看病。现在，只要一个电话，家庭医生就上
门免费提供诊疗、体检、咨询、疾病指导等
服务。

“现在政策好，三病两痛有医生上门服务，
还提供各种免费健康检查，我们要争取多活几
年。”万庆村5组居民李永凤，说到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赞不绝口。

黔江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于2017年初正
式启动，主要以乡镇卫生院、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为核心，区级医疗机构为补充，全科医
生、护士、公共医生、乡村医生等组成签约团
队。服务对象以建卡贫困户、计划生育户、慢
性病、残疾人、重症精神病人等重点人群为主，
对其开展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及个性
化健康管理服务。

截至目前，全区共建立签约团队200个，
家庭医生团队人员749人，家庭医生团队中二
三级医院医师数149人，累计签约人口21.4
万，常住人口签约覆盖率达到46.32%。其中，
建卡贫困户签约43600人，签约率98%；肺结
核病人360人和计生特困人员183人，覆盖率
100%。

一纸协议搭起干群感情桥梁，筑起百姓
的健康屏障。黔江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
作已经转入更加注重服务质量和效果的新
阶段。

区乡干部走访 教师开展家访 医生签约服务

黔江党员干部大走访用足“绣花功夫”
本报通讯员 周艳红 梅佳 李丹

商业地产不限购，但有钱就能买到门面房
吗？

可不一定。在位于江津双福新区的英利
五金机电城，如果你没有营业执照，没有五金
行业从业经验，即便兜里揣着钱去，人家有房
也不一定会卖。

一家什么样的市场，竟然这样“牛”？

门面房缺乏配套 经营户深感不便

三楼一底，底楼展示商品，二楼堆放货物，
三楼办公和会议，四楼住人，露天屋顶上栽花
养草喝茶，郑维勇正打算把一家老小都搬到这
栋位于英利五金机电城的新楼房来，工作生活
都放在一块儿。

此前10多年，一直做机床进口刀片销售
的郑维勇，辗转于较场口得意市场和石桥铺
金冠市场，生意中最烦恼的事情之一，就是
门面房缺乏生活配套，使用起来非常不便。

“门面都只有几十个平方米，根本不可能住
人，更没有地方做饭，每天我都不得不回家
住，来回要花两三个小时，中午吃饭只能叫
外卖。”

和瞿开彬比起来，郑维勇还算是幸运。上
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瞿开彬先后在七星岗、
陈家坪、鱼洞和李家沱等地租临街的门面房做
五金生意，屡屡被盯梢，小偷待其回家时多次
撬开门面偷走物品。

和经营户老板们一样，他们的员工也因
为传统市场里的门面房缺乏配套深感不
便。来自渝北统景的杜贤容夫妇，此前一直
在菜园坝水果市场做帮工。市场周边没有
便宜的房屋，他们只能租住在几公里开外的
黄沙溪。市场每天晚上12点左右开市做批
发，没有公交车，他们不得不打的前往。“租
房、打车一个月将近3000元，相当于一个人
的工资。”

“从总体上看，大型商品交易市场还存在
布局欠科学合理、市场规模过剩、同质化竞争
严重、新兴业态培育不足等问题。”《重庆市人
民政府关于推进大型商品贸易市场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在描述我市专业市场的现状时，

首先就提到规划布局的问题。

商贸市场开发也应“产城融合”

按照上述《意见》，我市主城核心区的商贸
市场将逐步外迁，“两环”和“两线”地区，将是
外迁或新建市场的主要承接地。

所谓两环，即绕城高速和三环高速。江津
双福新区，正好处于两环之间。如何做好做活
一批市场，以此来推动商贸流通行业高质量发
展，成为江津区面临的一道课题。

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究竟该怎
么搞？郑维勇、瞿开彬、杜贤容夫妇等数百名传
统市场从业者，都成为了江津区的调研问询对
象。此后，江津区商务委又赶赴多个省市，对一
些全国知名的成败案例进行比对研究。

他们发现，近年来兴起的专业市场，大多
位于城市郊区。经营户和客户一样，并不住在
那里，大家每天从四面八方赶去交易，晚上交
易结束后则人去楼空，市场成为一座空城。城
市空间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经营户也早
晚两头跑，费时费力。同时，潮汐式人流，也给

城市交通带来额外的压力。
相反，历史上一些经久不衰的特色产品交

易市场，却不是这样。例如，云南普洱茶叶市
场，销售茶叶的商户，世世代代都居住于此，自
发形成一个集生产生活于一体的大社区，让整
个市场的发展更加良性健康。

事实上，为避免“空城”的现象，近年来我
市不少区县在规划工业园区时，通常会注重

“产城融合”，即一个城市片区的开发中，不会
把所有土地都全部拿来做房地产、商业或工业
园区，而是在几者间配置一个合理的比例。

发展商贸流通业，为啥不能在国土空间的
利用上借用“产城融合”的开发理念呢？认识
到这一点后，江津区提出了“市场社区化”的想
法。

门面房销售也要设置门槛

最早进入双福的观农贸市场项目，被要求
拿出一定量的土地用于商品房和配套商业开
发。后两者紧邻交易市场，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这种全新的格局，吸引了杜贤容夫妇，市
场一开张，他们就来到双福，在观农贸市场买
房落户并租赁门面房做荸荠和夏橙批发生意。

比观农贸晚些开发的英利五金市场，在
吸收前者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社区化
程度——他们找到重庆市五金机电商会，以
近乎“团购”的方式，给会员企业优惠价格，然
后根据其各自需求进行门面房定制。这些联
排别墅一样的门面房，不同楼层满足不同需
求。同时，英利市场还在二期项目中配置了酒
店和餐饮娱乐一条街，让经营户和需要过夜的
客户能够“留得下”。

郑维勇和瞿开彬，分别一次性购买了四套
门面房，并相互为邻。“他们都是商会的会员企
业，相互之间都很熟，大家聚在一起做生意，天
然地形成一个大社区。”英利市场管理方相关
负责人说，这种富有情感的“社区化”营销策
略，更能通过“朋友圈”吸引经营户。和一般市
场比起来，他们的门面房要卖得快得多，以至
于他们不得不设置门槛，没有营业执照的，没
有从业经验的，“非请勿入”。

江津区商务委相关人士介绍，通过“市场
社区化”，近年来双福新区先后开发的和润汽
摩城、攀宝钢材市场、消防水暖城、建材商贸
城、商用车交易城、重庆汽车4S城等8个商贸
项目，大多已经正常营业，没有出现一般专业
市场在开发初期往往会有的大面积商铺闲置
的问题。

2012 年，双福商贸流通额为 48 亿元，
2017年，该数值为502亿元，几乎是每年翻一
倍。受此推动，江津区商品零售总额增速已连
续4年领跑全市。

商贸业如何高质量发展

江津区探索“市场社区化”新路
本报记者 吴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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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安全生产举报电话安全生产举报电话：：1235012350（（举报有奖举报有奖））

日前，我市召开的一季度新闻发布会宣布，今年
将全面实施由重庆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重庆市高
级人民法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重庆市公安局四部
门印发的《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规定》。

据悉，《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
件规定》共18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是依据我市为了保
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以下统称“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机
关”）向公安机关及时有效的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依法
惩处安全生产领域犯罪行为。以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

罪案件的规定》、《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公
安机关受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规定》等
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规定的目的是让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机关、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认真做好安全生产领域涉嫌犯罪
案件的调查、移交、侦查、批捕、起诉、立案监督和审判
等工作。

据介绍，第五至九条 规定了 移送原则、程序，第
十六条至第十八条，规定了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重庆市公

安局四部门的责任和罚则。规定安全生产行政执法
机关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自接到报告
之日起３日内作出批准移送或者不批准移送的决
定。决定批准的，应当在24小时内向同级公安机关
移送；决定不批准的，要将不予批准的理由记录在案。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机关在向公安机关移送的同时
应当将移送材料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违反本规定逾期
不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的，由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责
令限期移送，并对其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
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记过以上行政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违反本规定，不接受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或者逾期

不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决定的，除由人民检察院
依法实施立案监督外，由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
正，对其正职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记过以上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市政府安委会有关负责人解释，“安全生产行
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是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在行政执法或者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相关人员的行
为涉嫌刑事犯罪的，将线索移交到公安司法机关立案
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这一制度的建立和规范意味
着今后凡是在我市违反国家规定因而导致事故的人
员，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工作人员，不管是
单位负责人还是一线工人，除了民事赔偿和行政罚
款，还有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追究刑事责任，安
全生产事故不再是“花钱买平安”“花钱了事”。

董林 苏崇生

“行刑衔接”合川先行

2017年土场镇通康足浴店死亡3人的“2·22”较
大火灾事故，在市安监局的统一领导下，区安监、监
察、检察、公安、工会、消防等部门均参与成立了事故
联合调查组，通过现场勘察、询问有关当事人、查阅相
关资料和专家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时间、经过、原
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
和责任，提出了对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和事
故防范措施建议，对3名涉嫌犯罪的嫌疑人果断移交
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10名相关部门责任人受到
行政处分。

据介绍，合川区充分运用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三
步”工作法，依法依规实施“首查必罚”，坚持“一案双
查”、“三责同追”，将刑事司法衔接视为办理安全生产
行政执法案件的关键环节，在不断强化自身素质的同
时，主动争取公检法等部门的支持，建立联系协作机
制，加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形
成了优势互补、齐抓共管、重拳打击的工作合力。

九龙坡强化安全生产“行刑衔接”

九龙坡区在强化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的基础上进
一步强化刑事处罚对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震慑作

用。一方面，通过建立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规范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衔接移送流程，构建重大案件联合查处机制，
安全生产行刑衔接的震慑力已初步显现。如：去年7
月14日11：50，在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位于奥体路
中新城上城负一层，由正鸿文化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组织，正在进行室内装修作业的冰纷雪国主题体验馆
施工现场发生一起爆燃事故，造成5人死亡、3人受
伤。事故发生后，安监部门、公安机关马上启动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席机制，事故发生24小时内，8名
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的责任人被刑事拘留。正是启动
安全生产行刑衔接联席制度，事故责任人才得以迅速

控制，事故证据得以第一时间固定。
另一方面严格法律法规的落实，坚决杜绝有案不

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让违法者受到法律的惩处。
如：去年10月8日10：00，在九龙坡区西彭镇重庆祥
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厂房内发生一起车辆伤害事故，
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20万元。本次事故叉
车驾驶员，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移送公安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陈丙安 黎绍玉

我市全面推行安全生产领域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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