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盘公路连接永新镇沾滩村

和古南街道蟠龙村，两村连接路段

曾经是泥结石路，一到下雨天就泥

泞不堪。如今，它已完美变身成水

泥路，这要归功于区人大代表、永

新镇沾滩村党总支书记李强。

“李书记，路边要是添点护栏

就好了。”近日，李强又到村上向村

民收集意见去了，村民们你一句我

一句的说着，李强则在一旁认真地

做着记录。

走家串户，倾听民声，作为人

大代表的李强与群众的关系早已

血肉相连。他说，作为一个来自基

层的区人大代表，更要尽心把基层

群众的声音变成具有可行性的意

见建议，让有关部门看得明白、重

视起来，实现群众心中所想。

“原来我们这条路是烂泥巴

路，村民出行很不方便。”沾滩村村

民岳仕可说，

村民都跟李强反映过这个情

况，现在路面硬化好了，大家也方

便了很多。

“该路段涉及5个村群众的出

行问题，老百姓呼声也很大，都想

把路修好。”李强说，那条烂路自己

也看过、走过，确实急需硬化，但涉

及到相邻村，情况比较复杂。而此

时，就是他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的时

候了。 调研后，李强提出了书面

的意见建议，促成相关部门将这段

公路硬化，周围群众向綦江的出行

距离缩短了3公里。

“路面硬化了过后，群众出行

比较方便了，但是由于没通公交

车，村上老年人又多，群众出行还

是很不方便。”李强说，这次到村

上，就是和群众交流下，继续向相

关部门呼吁，让大家出行更方便。

“交通出行问题是群众的基本

生活诉求，必须解决好、落实好。”

李强所提出的关于观三公路的拓

宽和硬化、綦江城区设置道路交通

信号灯等建议均被采纳，为群众解

决了不少问题。

“真是要感谢他，路修好了我

们也方便了，现在就差通客车了。”

村民岳宗友说，相信有李强帮忙呼

吁，大家出行会更方便的。

区政协委员李坤园，是重庆

弘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加快技术创新，努力将企业做

大做强的同时，他切实关注职工

民生，履行委员职责，将党和政府

的方针政策带到群众、带到职工

中去，将基层群众和职工的呼声

以及社情民意传到上面去，为綦

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

献。

2018 年，重庆弘捷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产值近亿元，年纳税约

300万元。作为一名80后青年企

业家，李坤园对青年创业有着十

分积极的态度，在管理企业的同

时，他兼任了重庆市创新创业促

进会7分会会长，与团区委共同创

办了青年创业孵化基地，青创

PARK，至今已成功孵化企业 40

余家。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在积极

投身创新发展、积极参政议政的

同时，更应该身体力行实践，立足

于自己的工作，多写提案，多提意

见，充分发挥传声筒的作用，为綦

江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一名政

协委员应尽的职责。”李坤园说，

作为企业业主，他平时接触较多

的是单位职工，所以，在加强企业

人性化、合理化管理的同时，他切

实关心职工生活，经常深入职工

家中，为职工送福利，送温暖。与

此同时，为了让綦江工业园区变

得更适宜于工作，更适宜于生活，

李坤园认真思考，结合自己的走

访、调研结果，立足于本职工作，

以有针对性的提案为园区的建设

发展建言献策。

“目前，整个綦江工业园区有

将近四万人在这个地方工作和生

活，但园区还没有配备相应的生

活娱乐医疗等配套设施，这让工

作生活在这里的职工相当不便，

如果长时间得不到改善，就会让

园区失去一定的竞争力。”谈及这

一次的提案，李坤园说，我的提案

重点就是希望工业园区桥河组团

能够尽快建立基础设施，让职工

工作生活便宜舒适，生活工作两

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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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盘公路连接永新镇沾滩村和古南街道蟠龙村，两村连接路段曾经是条泥结石路，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

堪。如今，它已完美变身成一条水泥路，这要归功于区人大代表、永新镇沾滩村党总支书记李强。

“李书记，路边要是添点护栏就好了。”近日，李强又到村上向村民收集意见去了，村民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说

着，李强则在一旁认真地做着记录。

走家串户，倾听民声，作为人大代表的李强与群众的关系早已血肉相连。他说，作为一个来自基层的区人大

代表，更要尽心把基层群众的声音变成具有可行性的意见建议，让有关部门看得明白、重视起来，实现群众心中

所想。

“原来我们这条路是烂泥巴路，村民出行很不方便。”沾滩村村民岳仕可说，

村民都跟李强反映过这个情况，现在路面硬化好了，大家也方便了很多。

“该路段涉及5个村群众的出行问题，老百姓呼声也很大，都想把路修好。”李强说，那条烂路自己也看过、走

过，确实急需硬化，但涉及到相邻村，情况比较复杂。而此时，就是他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的时候了。 调研后，李

强提出了书面的意见建议，促成相关部门将这段公路硬化，周围群众向綦江的出行距离缩短了3公里。

“路面硬化了过后，群众出行比较方便了，但是由于没通公交车，村上老年人又多，群众出行还是很不方便。”

李强说，这次到村上，主要就是和群众交流下，继续向相关部门呼吁，让大家出行更方便。

“交通出行问题是群众的基本生活诉求，必须解决好、落实好。”李强所提出的关于观三公路的拓宽和硬化、

綦江城区设置道路交通信号灯等建议均被采纳，为群众解决了不少问题。

“真是要感谢他，路修好了我们也方便了，现在就差通客车了。”村民岳宗友说，相信有李强帮忙呼吁，大家出

行会更方便的。

记者 向鸿升

【代表风采】：倾听群众心声 老百姓愿景变实景

本报讯（记者 陈正策 吴长

飞）1 月 3 日，“家国大爱 公仆情

怀”——重庆市优秀扶贫干部杨骅

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区影视会议

中心举行。

区委副书记赵如均在致辞中

说，杨骅同志是新时代重庆党员干

部队伍中的优秀分子，是全市脱贫

攻坚战线的时代楷模。全区广大党

员干部要以杨骅同志为榜样，学习

他坚定信念、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学习他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优良

作风；学习他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的

公仆情怀；学习他严守纪律、廉洁自

律的高尚情操；学习他勤俭节约、一

心为公的崇高品德。要以此为契

机，团结一致、沉心静气，咬定目标、

扑下身子，精准施策、精准发力，高

质量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以优异

的成绩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

脱贫答卷。

报告会后，我区还召开学习杨

骅同志先进事迹座谈会。座谈会

上，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

大学生村官及选调生代表围绕杨骅

同志先进事迹展开座谈，大家结合

自身实际，分享了对杨骅同志先进

事迹的感受和体会。

区领导朱川、关衷效、汤建权、

雷瑞宏、蒲德洪、杨治洪、周宗容、邓

正平参加报告会。

杨骅同志先进事迹
报告会走进綦江

（上接1版）“杨骅将帮扶对象当

作亲人，不摆架子、不谈条件，经常与

贫困户拉家常、谈发展。在生活上对

自己十分‘抠门’，却舍得花钱帮贫困

户。”回忆起杨骅生前的点点滴滴，彭

涛动情地说。曾与杨骅并肩战斗在

扶贫一线的黄建国，含着泪说：“杨骅

带着大家走村串户调研，仅一个月就

系统梳理了全村情况，正要开展下一

步谋划时，却累倒了。”

家境贫困的张荣梅2018年考上

重庆工程学院，又恰逢妹妹上初中，

全家人一度为姐妹俩读书的费用而

发愁。杨骅先是帮她申请国家教育

补助，后又为她联系爱心企业资

助。“他把我们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张荣梅说，“不管未来有多艰难，我

都会记住他的帮助和鼓励，带着梦

想走下去！”

报告会在我区引起强烈反响。

“我也遇到过不愿进行危房改造的

贫困户，但没像杨骅一样去耐心地

反反复复做工作。意识到和杨骅的

差距后，我要迎头赶上。”陈寅娟说，

龙泉村是市级贫困村，目前的发展

难题是年轻人都外出务工了，“接下

来，我要挨家挨户走访村民，呼吁年

轻人返乡创业，把村里的农家乐产

业做大做强。”

“我帮扶的贫困户曹云华住在

老瀛山脚下，虽然每次去都会弄得

一身泥，但我坚持每个月至少去一

次，路途的艰辛也被曹云华洋溢在

脸上的喜悦所掩盖。”永城镇中华村

大学生村官李扬说，由于曹云华的

房屋漏雨，她不断帮忙寻求帮助，最

后帮助其翻盖了新瓦房。

“我一辈子没有女儿，你就是我

女儿。”住进新房后，曹云华感激地

对李扬说道。这一刻，李扬很感动

也很骄傲，更加坚定了她做好扶贫

工作的信心。

“我做的只是一点点，而杨骅是

将扶贫作为终身的事业，甚至付出

了自己的生命。”李扬说，她在扶贫

路上要像杨骅学习，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中华村的村民们早点过上好日

子。

“像杨骅一样，用真心真情打动老百姓”
——市优秀扶贫干部杨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綦江专场侧记

本报讯（记者 成蓉）1月3日，

全区统战工作座谈会召开。区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钟远平参加会议。

会上，统战工作领导小组部分

成员单位负责人以及各街镇统战委

员就 2018 年工作经验和做法进行

进行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2018

年，我区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健全

制度机制，加强思想引领，强化工作

举措，务实创新推进统战各项工作，

取得了良好成效。

钟远平充分肯定了全区统战工

作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统战工作是

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统战干部要

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和看齐意识，思想和行动始终保持

与党中央、市委和区委高度一致；要

建立组织领导、宣传教育、多党合

作、非公有制联系服务、民族宗教管

理、侨台海外沟通联系、队伍建设、

调查研究 8 大机制，做好狠抓学习

强素质、突出主业抓落实、强化协作

增合力、注重创新塑品牌、加强作风

建设 5 件事，坚定信心，振奋精神，

齐心协力，真抓实干，共同推动綦江

统战工作开创新局面。

全区统战工作座谈会召开

日前，东溪镇草坪

村 40 余名村民在附近

的 白 茶 种 植 基 地“ 上

班”。今年，该村干部带

头成立村集体公司打造

125 亩茶山基地，通过

“村集体公司+农户”发

展经营模式，带动近百

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在

这里务工每天收入可达

70 元，不少村民每月收

入可达1600元。

记者 王京华 见

习记者 刘琦 摄

家门口
挣钱忙

本报讯（记者 张静）1月3日，

市人大代表綦江联系组开展集中视

察活动，对工业园区发展情况和城

市建设情况进行视察。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王前元，区委常委、区纪委书

记、区监委主任贾如兴，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刘益文、吴大林、刘红兵参

加视察。

是日，代表们深入重庆跃龙杭

萧钢构有限公司、綦江齿轮传动有

限公司，视察企业生产经营、创新发

展等情况，详细了解工业园区发展

现状，听取工业园区工作情况汇报，

并为工业园区发展建言献策。代表

们认为，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

重视工业园区建设，园区发展大步

向前进，在产业集聚、智能制造、军

民融合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恒大世纪梦幻城项目，代表

们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

详细了解项目情况。代表们认为，

近几年，綦江城市品质不断提升，城

市建设力度大、成效好、亮点多，管

理和建设水平不断向纵深发展，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面貌正在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视察中，代表们对工业园区发

展和城市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绩给

予充分肯定，对綦江未来发展充满

信心。代表们建议要牢固树立大局

意识，立足长远、科学谋划、提前布

局，坚持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招商、

高效率推进，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积

极主动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推动工

业园区更好、更快发展。要强化精

品意识，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科学

规划设计，提高城市品位，不断增强

城市功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

造高品质生活。

市人大代表綦江联系组
开展集中视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