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觉得我家承包地的这个问题
该如何解决？”1月24日上午11点，
重庆日报记者刚走进綦江区新盛镇
石桥村“分钟法律诊室”，就碰上一位
农民在向和议员袁后立咨询。

这位前来咨询的村民名叫陈宗
永，是新盛镇阳台村的村民。“我是专
门来这诊室‘问诊’的。”他说。

诊室里有三级“处方”

石桥村的“分钟法律诊室”（下称
诊室）设在村便民服务中心，有10多
平方米。诊室陈设虽然简单，但墙上
贴着“接诊程序”“诊断方法”等，很完
备。连村里和各村民组17位和议员
的照片都贴在了墙上。

“2017年 10月在石桥村试点，
去年6月在全区推开，截至目前，全
区已建起这样的诊室92个，诊室总
共配备了和议员1945名。”正在这诊
室对和议员进行法律指导的綦江区
法学会秘书长邹建说。

诊室为啥要以“分钟”命名，又如
何开“处方”呢？

“‘分钟’的意思是要快。‘诊室’
参照‘110’的接警模式，向村民公开

值班电话，有专人值班，在接到‘报
警’电话后，和议员要在第一时间赶
到调解现场。”邹建说，在具体的“诊
疗”方法上，则采取了三级和议方
式。第一级是由村和村民组的和议
员进行和议；第二级是由村支“两委”
主持和议；第三级是由镇街党委和政
府主导和议。这三级和议制度是逐
级启动，层层化解，将矛盾纠纷化解
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邹建介绍，在“三级和议制度”
中，还创设了“控、疏、明、商、和”的

“五字工作法”，每一级都能开出精准
的“处方”。目前，通过这一制度，化
解的矛盾纠纷成功率非常高。

“和事佬”的新本事

今年75岁的和议员袁后立，已
是第二次专职当乡亲们的“和事
佬”。他说，1992年开始，作为村委
会的调解员，干了 10 年的调解工
作。去年初，村里建立“分钟法律诊
室”后，又重操旧业，每天到这里来

“接诊”。
“现在这和议员与我20多年前

的调解员，有着质的区别。”袁后立

说，那个年代的调解是揉“包包散”，
现在的和议，则需要有运用法律法规
和以德服人的本领。袁后立用他当

“和事佬”的两个故事作了说明。
上个世纪90年代，石桥村五组

有老两口，原本其5个儿子商定，每
人每月给父母5元的生活费。可执
行了一段时间后，其中两个儿子借故
不给，老两口请求村里调解。“当时，
我去调解了2次，讲了很多道理，但
都调解不下来。后来，村里的书记和
主任也去调解，也没有效果。直到前
后通过5次揉‘包包散’，才勉强调解
好。”袁后立说。

现在“分钟法律诊室”的效果就
不一样了。他说，前不久，一村民组
有一位老人，打电话来要求和议员为
他调解4个儿女负担其医药费等问
题。接到电话后，袁后立上门去，把
这位老人的4个儿女喊拢来，对他们
说，“按照《重庆市老年人权益保护条
例》的规定，你们有赡养父母的责任，
承担父母的医药费，是最起码的赡养
责任。”用法规进行调解后，效果非常
好。不到1个小时，4个儿女除同意
承担老人的医药费外，还表态今后要
多回家陪伴老人。

“要掌握用法律法规来化解矛

盾纠纷的本事，作为和议员，首先得
自己学好相关法律法规。”袁后立拿
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案
例》等一摞法律法规知识读本，“只
要一有空，我就读这些书。而我们
村的17名和议员，除了平时自学相
关法律法规外，每个季度还要集中
学习一次。”

村党总支书记李福全说，2018
年，“分钟法律诊室”“接诊”的74件
纠纷案子，有73件都是在第一级和
议中一次和解成功。只有一件涉及
到一个群体的案子，才启动了第二级
和议。

和议出和谐乡村

李福全说，村里绝大多数的矛
盾纠纷，都是通过调解来化解的。
而一些涉及到政策问题的矛盾纠
纷，则需要启动二级和议来化解。

邹建说，在所化解的矛盾纠纷
中 ，通 过 一 级 和 议 解 决 的 占 了
62.7%，二级和议的占了32.8%，而三
级和议仅占4.5%。这说明，“分钟法
律诊室”已把绝大多数的矛盾纠纷化
解在了基层。

“分钟法律诊室”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本报记者 罗成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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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公告
﹝2019﹞001号

以下矿山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已届满，根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第七条规定，采矿许可证
自行废止，特此公告。

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名单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2月3日

序号

1

2

3

4

矿山 名称

重庆萌特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九龙坡区石板镇楠木沟
建筑用石灰岩碎石矿

重庆华能石粉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恒宇矿业有限公司梨园坝煤矿

重庆白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虎溪矿泉水厂

采矿许可证号

C5000002009047130015633

C5000002009047130015626

C5000002009121130045980

C5000002014108110135960

采矿许可证有效期

2017/3/31至2018/12/31

2016/5/9至2018/11/30

2015/12/2至2018/12/2

2017/10/18至2018/10/17

国网永川供电 多举措保障春节用电
“回来发现家里的灯不亮了，试

着给你们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来得这
么快！”2月1日，永川区青峰镇石朝
门村返乡务工人员龙女士连声感谢
国网重庆永川供电公司的优质服务，
让她过年期间用电无忧。

为保障辖区居民过上一个祥和
快乐的新年，永川供电公司提前部
署，专门成立保电工作领导小组，下
设运行保障、应急抢修等6个小组，
加强对春节期间保电工作的管理与
监督。多措并举保障辖区居民春节

期间用电无忧：一是开展客户用电
安全特巡，对广播电视、交通枢纽等
重要客户、商圈、大型广场等人员密
集场所，大型居民小区等开展用电
安全特巡 59 次；二是开展返乡服
务，积极对接当地政府及村社，逐户
张贴“寻电启示”1133份，将台区经
理、供电所及服务热线的联系电话
张贴在家门口，让返乡人员在家中
无电时能及时求助，为电表停用的
用户上门服务185次；三是主动服
务宣传，推广银行代扣、支付宝缴

费、“掌上电力”APP等，为返乡农民
工提供高效的电费缴费服务；四是
开展隐患排查，组织开展暂停和销
户客户安全隐患排查25次，确保设
备可靠封停、合理确定销户客户断
电范围，杜绝新增安全隐患；五是加
强重点区域用电检查，开展老旧小
区、农村等触电高发区域用电检查，
指导消除安全隐患20处；六是针对
垂钓人员、中小学生等安全事故高
发群体，开展专项宣传，提升安全用
电意识。 黄凌霜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2月 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川剧院获
悉，当地时间2月1日晚，重庆市川剧院
院长沈铁梅在第48届鹿特丹国际电影
节颁奖晚会上表演了原汁原味的川剧
《凤仪亭》，20分钟内收获9次掌声。

据了解，当地时间1月29日晚，由
荷兰导演弗兰克·舍费尔执导，记录中
国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沈铁梅与中国
著名作曲家郭文景合作新版川剧《思
凡》过程的纪录电影《Inner land-

scape（内心的风景）》在鹿特丹国际电
影节全球首映。弗兰克·舍费尔说，希
望纪录片的上映能让更多人了解川
剧，感受东方的艺术魅力。

在颁奖晚会上，沈铁梅表演了她
的代表作之一《凤仪亭》。演出现场，
沈铁梅的精彩表演在20分钟内收获9
次雷鸣般的掌声。演出结束后，导演
弗兰克·舍费尔、主演沈铁梅等和观众
分享了川剧的艺术魅力，以及影片拍
摄过程中难忘的事。

沈铁梅在鹿特丹国际电影节
演出赢得满堂彩

本报讯 (记者 杨骏)重庆动物
园引进的3只川金丝猴，现在已度过适
应期，可以与游客见面了。

1月26日，重庆动物园相关负责人
介绍，这3只川金丝猴从成都动物园引
进，包括12岁的成年公猴成成、8岁的
成年雌猴玉玉、半岁大的儿子丁丁，它
们为一家三口。

“从十二三年前，我们动物园就没

有金丝猴了。”重庆动物园相关负责人
介绍，金丝猴是珍稀动物，数量较少，所
以一直未能引进。考虑到十余年来，重
庆动物园在这类动物上的空白，所以这
次引进了3只。

为了让这些金丝猴适应重庆的环
境，重庆动物园修缮了场馆，栽树种
草，布置了攀爬用的轮胎、吊环、秋千、
绳索等设施。

重庆动物园来了金丝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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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欢迎回家！”2月2日晚上8
点半，重庆北站北广场出租车上客点，

“雷锋的士”队员王兴贵热情地对乘客
说道。

两位乘客上车坐稳，车辆发动
后，王兴贵一边扳倒计价器，一边礼
貌地问：“你好，去哪里？”当乘客报出
目的地后，面庞黝黑的王兴贵咧嘴一
笑，欢快地说：“好！”

昨日是2019年“雷锋的士情·温
暖回家路”活动开展的第二天，王兴
贵作为1500辆“雷锋的士”中的一
员，晚上准时出现在重庆北站北广
场，保证春运运力。

记者在现场见到，这里的出租车
上客点由两名志愿者负责，一人帮助
乘客将行李放进后备箱中，另一人则

为乘客打开车门，协助乘客卸下背包。
“你好，这是‘雷锋的士’送你的

礼物，欢迎回家，一路平安！”“雷锋的
士”队员夏宗斌作为志愿者，将一个
中国结送给乘客。车辆开走时，志愿
者们主动向乘客挥手再见。

在广州从事广告设计的陈女士
告诉记者：“没想到回到家乡，还能收
到贴心的小礼物，旅途的疲惫一扫而
空。这些坚守一线的‘雷锋的士’很
可爱、很可敬！”

“我晓得他们，去年我也有缘遇
上这个活动。”候车乘客李先生说：

“这两年回到家乡，觉得出租车的服
务越来越好，一下火车就感受到老乡
的热情！”

“晚上开着车载着乘客在城市里
穿行，看着街道两旁斑斓的彩灯，发
自内心感谢祖国，因为祖国的强大、
稳定是老百姓幸福的前提。”王兴贵
笑着说，城市漂亮了，市民的素质提
高了，很多乘客下车时都会主动说声
谢谢，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就让他感觉
很温暖。

“雷锋的士”的春运夜
本报记者 张莎 实习生 郑明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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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 实习
生 郑明鸿）春节将至，在外漂泊的
游子纷纷踏上旅程，奔向同一个终
点——故乡的家。如何保障他们

“最后一公里”回家路无忧？今
年，市“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开
展了“雷锋的士情·温暖回家路”
活动。

春节前3天（2月1日—3日）以及
后 3 天（2 月 8 日—10 日）20:30 至
24:00，在重庆西站、重庆北站北广
场，1500台车貌佳、服务优、口碑好的

“雷锋的士”，将为归乡旅客照亮回家
的路途。

市“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负

责人介绍，春节期间，由于外出市
民、归乡旅客增多，出租车运力被
分散，深夜抵达的旅客往往要等很
久才有出租车。每年，市“雷锋的
士”志愿服务队都会仔细梳理近几
年来春运流量大数据及规律，从而
确定流量峰值日期，在配合公交、
轨道交通运力的基础上，组织
1500 辆“雷锋的士”，在旅客量庞

大的重庆西站、重庆北站北广场紧
急疏运乘客。而从重庆西站到主
城各区，出租车夜间价位区间较
小，对普通驾驶员吸引力较弱，再
加上出租车流动性大，在单一区域
较难形成集中运力，所以储备运力
尤为重要。

据了解，参与紧急疏运的出租
车上都张贴有“雷锋的士情·温暖

回家路”字样，这些运力补给将根
据列车到达情况，分批次进入站点
疏运。

今年，市“雷锋的士”志愿服务
队还对参与紧急疏运的驾驶员提
出了“五个一”要求，即：送上一句
新春祝福（祝愿乘客新春快乐，阖
家幸福），开展一次温馨小服务（主
动帮助乘客搬运行李），赠送一个
文明吉祥物（赠送给乘客由志愿队
准备的小礼品），讲述一个创建好
故事（为乘客介绍“雷锋的士”的创
建故事），拍摄一张暖心合影照（到
达目的地后，经乘客同意，与乘客
合影留恋）。

春节火车站深夜好打车

1500辆“雷锋的士”接你回家

2月2日，“雷锋的士情·温暖回家路”活动现场。
记者 张莎 实习生 郑明鸿 摄

●“分钟法律诊室”采取三级和议方式，第一级是由村和村民组的和议员进行和

议；第二级是由村支“两委”主持和议；第三级是由镇街党委和政府主导和议。

●20多年前的乡村调解是揉“包包散”，现在的和议则需要有运用法律法规和以

德服人的本领。

●石桥村绝大多数的矛盾纠纷，都是通过调解来化解的。而一些涉及到政策问

题的矛盾纠纷，则需要启动二级和议来化解。

新华社重庆2月2日电（记者 周
文冲）记者从重庆市林业局获悉，近年
来重庆市持续加强湿地保护，截至目
前重庆市受保护湿地面积12.49万公
顷，湿地保护率达60.2%。

重庆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
年重庆在开州、酉阳等9个区县开展了
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补偿湿地公园
和保护区范围水域、耕地、林地面积
13.4万亩，其中补偿农户面积3.8万余
亩。通过补偿，减少了社会生产生活给
湿地带来的破坏，保障了湿地功能的正
常发挥，湿地生态环境得到局部改善。

为完善湿地保护体系，重庆市近
年来还开展了彩云湖、秀湖、皇华岛等
22个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试点，建设了4

个市级湿地公园，湿地公园规划面积
已达到2.61万公顷。2018年重庆青山
湖和大昌湖2个国家湿地公园通过验
收，截至目前重庆已有15个国家湿地
公园通过验收并命名授牌。

今年，重庆市将继续实施湿地总
量管控，2019年湿地面积不低于310
万亩，并开展重庆市湿地生态红线的
划定工作。此外，重庆还将加大三峡
库区消落带湿地治理力度，加强与科
研单位合作，开展三峡水库消落带湿
地治理模式、植物群落重建关键技术
研究，大力推进消落带湿地生物治理
示范段建设，库区湿地公园建设重点
向消落带治理恢复倾斜，对生态敏感
区域实施严格的保护修复。

重庆湿地保护面积达12万公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