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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县水域清漂达 2.6 万吨
乡、曲尺乡、长江大桥等 10 处地方，安装了
360 度旋转的“全球眼”高清摄像头，实现监
控水域漂浮物及库岸消落带里滞留垃圾，
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清理；持续加强源头管
控， 定人定点定责任到人分别管理水域清
漂工作，实行日报告制度，全面监控长江干
支流漂浮情况，层层设防、层层拦截。
此外， 在长江汛期和三峡工程 175 米
试验性蓄水期， 充分利用 4 艘自收自卸机
械化清漂船船体大、效率高的优势，集中清
理大面积漂浮物，辅以 10 艘普通保洁船清
理浅水及卫生死角，2 艘中转船负责长距离
转运。 并以多年积累下来的清漂经验，用
“定点追踪打捞”和“拦截集中式打捞”相结
合的方式，保证了重要时段、重点水域的漂
浮垃圾及时打捞， 大大减轻了下游的清漂
压力。
据统计， 去年我县累计出动清漂船只
2700 艘次，作业人员 8100 人次，清理、转运
及处置干、支流水域垃圾共 2.6 万吨。 碧空
湛湛， 江水青青。 清漂工作人员的辛勤付
出，为广大市民创造了一个面朝长江、鸟语
花香的优美环境。
春节之后，清漂工作人员又整装待发，
他们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当好长江的“美容
师”，守住重庆水域的最后一道清漂防线。
工人忙着清漂。
本报讯 （记者 肖乔 文 / 图） 2
月 18 日，记者从县城管局获悉，2020 年，我
县水域清理打捞漂浮垃圾达 2.6 万吨，确保
了“一江碧水向东流”，为三峡航运安全、水

县图书馆：

质安全和三峡水利枢纽的正常运行做出了
积极贡献。
我县位于三峡库区腹地， 是重庆长江
水域清漂的最后一道防线。 2020 年，我县清

漂工作坚持以“江清岸洁常态化、安全事故
零目标”的总体要求为重点，不断完善工作
机制，持续加强源头管控，做好重点流域监
控等一系列有效措施。 分别在大溪乡、培石

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陈廷权 文 /
图） 2 月 20 日，县图书馆在东转盘举
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
此次文化进万家活动包含免费赠书、
2021 年“
辛丑话牛”迎新春特展和雨露
文化小小志愿者活动。
活动中， 志愿者在该馆工作人员
的指导下，有序地开展赠书活动，同时
也向周边路过的行人分发禁毒宣传
册。 不一会儿，家长和孩子们在志愿者

的引导下挑选到了自己满意的书籍。
2021 年
“辛丑话牛”迎新春特展以
辛丑牛年为主题，包括了牛的诗、辛丑
牛的来历、“牛”字的演变、牛的故事以
及春节各类习俗、节气的介绍。
县图书馆现场赠书 500 余册，发
放禁毒宣传册 50 余份。 本次活动不但
丰富和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 还让群
众共享了文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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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非法营运
专项整治成效明显
本报讯 （记者 陈兵 通讯员 漆薇） 春节期
间，为防止“黑车”“摩的”利用法定节假日的真空时段从
事非法营运， 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放假不脱
岗，时刻保持严打态势，采取更多举措，严厉打击机动车
非法营运行为，确保专项整治工作不留死角。
自 1 月 8 日起，截至 2 月 19 日，共查处“
黑车”案件
63 起、“摩的”案件 376 起，网约车案件 6 起、巡游出租
车案件 5 起、危化品运输案件 1 起；已结案 210 件，处罚
款 88.7 万元； 移交农业执法部门无证运输生猪案件 1
起；移交公安交警部门无证驾驶案件 1 起。
此次非法营运专项整洁不仅净化了客运市场，还为
合法经营企业保驾护航， 更是获得了客运企业一致好
评。

春节期间电影市场人气火爆
本报讯 （记者 伍红 罗淼） 2 月 19 日，记者
在巫山保利万和影城看见，前来观影的市民络绎不绝。
大家佩戴口罩，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进行扫健康
码、测量体温等一系列疫情防控措施后进场观影。
春节期间，受疫情影响，许多人响应“就地过年”的
号召，取消异地旅游计划。 到影院看场电影便成为不少
市民春节期间文化娱乐休闲方式的选择。 《唐人街探案
3》《你好，李焕英》等国产大片登上大银幕，我县电影院
迎来观影热潮，影城各场次电影几乎场场爆满，一票难
求。
据了解，2 月 12 日(农历正月初一)票房为 11.03 万
元，单日人流量达到 2482 人。 截至 2 月 19 日（农历正月
初八），总票房约为 71 万元，人流量共达两万余人次。

监 督

滨江路一路段污水
横溢长达一年之久

污水横流，严重影响大家生活。
活动现场。

《求 是》杂 志 发 表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文 章
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
（上接第一版） 要原原本本把政策落实好，
真真实实把情况摸清楚， 扎扎实实把支部
建设好，切切实实把团结搞扎实，真正把乡
亲们的事情办好。
文章强调，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

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 我们党
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中央的考虑，是要为人
民做事。 各级干部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
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
情？ 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 是

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 多
想想我们干的事情是不是党和人民需要我
们干的？ 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事，心里装
着困难群众，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常去贫
困地区走一走，常到贫困户家里坐一坐，常

同困难群众聊一聊， 多了解困难群众的期
盼，多解决困难群众的问题，满怀热情为困
难群众办事。

本报讯 （记者 伍红 侯月 文 / 图） “经常从
这里路过都会闻到臭气熏天的味道，人行道上污水横溢
简直不忍直视。 ”2 月 19 日，市民龚先生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道。
当天，记者在滨江路碧水云天一号楼楼下看到，污
水隔着一道铁门从小区内渗到马路边，整个人行道污水
横溢，臭气熏天，行人都小心翼翼绕过。
据附近居民介绍，该路段污水横溢已经持续一年之
久，污水来自于碧水云天一号楼化粪池，针对该问题却
迟迟未得到解决。再加上滨江路附近旅馆、餐厅很多，闻
到臭味人人绕行，就连很多经过的外地客人也是捂鼻子
摇头。
眼看问题迟迟无人解决，众人希望，有关部门能够
重视此事，早日解决问题，为大家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
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