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7 月 21 日

编辑：高祎恩 美编：
彭晓静
Email:438700915@qq.com

镇街村社

星期三

5

茄子溪街道

今年将拆除可燃雨棚防护网 1000 余户

事

“近年来，高层建筑因雨棚为可燃材
料及突出外墙防盗网无逃生窗口等因
素，导致火灾事故时有发生。”茄子溪街
道相关负责人说，随着高温天气到来，街
道有序推进高层建筑可燃雨棚、突出外
墙防护网整治专项行动。
整治工作中，茄子溪街道首先通过
入户宣传、张贴公告、播放火灾案例视
频等方式，向居民进行全方位宣传，积
极引导大家自行拆除高层建筑可燃雨

百姓身边

7 月 19 日，茄子溪街道伏牛溪社区
长征二村 5 栋楼顶，专业
“蜘蛛人”系牢保
险绳和作业绳后顺墙下滑，对居民搭建
的可燃雨棚进行拆除作业。

锦愉社区
黝黑光亮的透水混凝土，干净整洁
的人行道……7 月 19 日，春晖路街道锦
愉社区居民陈欣告诉记者，以前这条路
坑洼不平，遇到下雨天还会积水，严重影
响路人正常通行。
7 月初，锦愉社区工作人员走访发

棚等消防安全隐患点。与此同时，街道
坚持自拆、协拆、联合执法等形式，免费
为辖区高层建筑提供可燃雨棚拆除服
务。
据悉，许多居民对此次拆除并不感
到“意外”。家住建材二村的黄师傅告诉
记者，前期已经收到社区通知，他也同意
将自家的可燃雨棚拆除。
“这其实是为了
大家的安全着想，这样的雨棚不燃就算
了，
燃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茄子溪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
重点消除可燃雨棚这一“病灶”，街道还
将开展消防车道救援场地安全、电力燃
气安全、建筑消防设施安全以及消防盲
区 的 排 查 ，确 保 辖 区 消 防 安 全“ 无 死
角”。
截至目前，茄子溪街道共排查可燃
雨棚户数 728 户，突出外墙防护网 350
户，
目前已拆除 80 余户。
（记者 文琰）

修复700米长坑洼公路

现，晋愉岭海小区 15 栋后门至育才小学
双山校区有一条长 700 余米的马路，因
为长期日晒雨淋，且受到不少大货车碾
压，路面出现坑洼现象，十分影响路人步
行以及过往车辆行驶。
随后，锦愉社区工作人员积极向相

关部门反映，
协商解决方案。
整改方案确定后，施工方对坑洼路
面进行填平，并铺上透水混凝土，耗时 20
余天，一条美观平整的马路终于亮相，居
民们纷纷拍手叫好。
“除了整改马路，我们还将附近通往

羽毛球场的破损小路进行了整改，让居
民生活更满意。
”该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锦愉社区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
将会对此段公路加强管理，
禁止 5 吨以上
重型车辆进入，遏制道路安全隐患，提升
居民幸福感。
（记者 朱晨鹭）

跳磴镇：
集中整治夜间露天烧烤摊

刘群（左）检查消防设施

——记新山村街道新一社区网格员刘群

﹃要么不做，
要么做出成绩！﹄

“ 小 刘 ，月
光 村 19 幢 8 号 居
与百姓心连心
民家中的水管爆
裂，敲门也没人应
答……”7 月 19 日上午 9 点过，正在小区巡逻的刘群接
到居民反映后，急匆匆赶回新山村街道新一社区便民
服务中心，查找水管爆裂居民家中的联系电话。
电话接通，得知居民就在不远处买菜，能够马上回
家。刘群又急忙返回现场，经仔细查看，原来是该居民
家中的水管老化导致事故发生，确定了事故原因后，她
立即找来维修工人进行处理，
更换了老化管道。
“太感谢小刘了，如果不是她发现，还不知道家里
会淹成什么样呢。”该居民感激地说，
“有事找网格员不
是一句假话。
”
今年 48 岁的刘群是新一社区网格员，主要负责辖
区第二网格。
“7”
“500”
“1542”，这些在别人眼里或许只是平淡
无奇的数字，在刘群眼里却是她管辖的 7 栋楼、500 户
家庭以及 1542 个人。
500 户家庭，刘群面对的是各色各样的人，管理起
来实属不易。
“我是一名网格员，只要居民需要，有什么
忙都要帮。”刘群说，
“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出样子、做
出成绩。
”
在刘群管理的网格里，她与居民打成一片，关心
他们的日常问题，解决他们所遇到的困难。针对居
民反映的问题，每处理完一件，刘群都会进行回访。
“很多隐患只有在这里居住的群众才能更加了解，要
真正地去了解民情才能做好工作。”刘群认为，这样
不仅能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还能增加居民的信任
感。
像刘群这样的网格员，在新一社区还有 7 名，他们
每日穿梭在楼与楼之内，奔波在户与户之间，身兼数职
样样都行。在这些“安全大管家”的守护下，社区变得
更安全更宜居。
（记者 文琰 文/图）

与群众面对面

本 报 讯 （记 者 文 琰）
近日，
记者从跳磴镇执法大队获
悉，为确保夜间市容环境干净
整洁，执法队员们对辖区夜间
露天烧烤摊进行了集中整治。
“天热了，吃烤串的多起来
了，
这里的烧烤摊产生的浓烟也
多，
以前晾在阳台上的衣服都有
油烟味。”家住华庭社区的居民
刘大卫告诉记者，
以前烧烤摊每
天晚上 8 点左右就开始烧炭，临
街楼层低的住户都不敢开窗
户。
“现在可好了，
终于不用再受
油烟的苦了。
”
据介绍，整治行动开始前，

安全教育
守护成长

跳磴镇执法大队对辖区的露天
烧烤摊进行了调查走访、摸底
排查，并建立监管台账。执法
队员柔性执法，对烧烤摊主进
行人性关怀，善意劝导，向他们
宣传和普及《重庆市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劝导烧
烤摊主尽快清理库存，停止露
天烧烤，
进行规范经营行为。
针对部分烧烤摊主不听劝
说、屡禁不止的情况，跳磴镇执
法大队联合区相关部门，出动
执法人员 7 人，累计出动 200 余
人次，执法车 2 辆，在辖区开展
拉网式排查整治，从晚上 18：00

7 月 19 日，在八桥镇万有社
区便民服务中心，志愿者正向孩
子们示范心肺复苏术操作方法。
当天，八桥镇万有社区开展
“守护童年 安全成长”暑期安
全教育主题活动，邀请受过专业

直至凌晨 2：00 不间断巡防，形
成强力震慑。目前，整治夜间
露天烧烤摊 27 家。
“流动烧烤摊点占道经营
阻塞交通，给周边居民的出行
带来不便，严重影响了周边市
容环境卫生和空气环境质量。”
跳磴镇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他们将继续加强对辖区烧
烤经营户的督促规范，按照“统
筹规范、堵疏结合、长效管理”
的原则，采取延时上班、错时上
班的措施，对重点路段和区域
进行专人盯防，为群众创建一
个干净、有序的生活环境。

训练的志愿者示范正确的心肺
复苏术操作方式、讲解火灾中如
何自我保护等急救自救知识，提
高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和应急自
救能力。
（记者 朱晨鹭 摄影报道）

近日，九宫庙街道开展 2021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摸底调查工作。工作
人员建立高校毕业生微信群，及时发布招聘岗位信息、各类技能培训资讯和相
关政策信息，
对就业困难的毕业生提供“一对一”
指导与帮扶。
（通讯员 陆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