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8日下午，参加区政协二

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围绕区

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

情况报告，进行了分组讨论。

赵如均、朱川、雷瑞宏、褚洪

春、牟伟、刘林、周亚华、王星、李北

川、周宗容等参加分组讨论。

委员们一致认为，两个报告实

事求是、内容丰富，对2018年区政

协开展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客

观的总结，表述准确、数据翔实、成

效明显，对2019年政协工作作了部

署，目标明确、措施可行、催人奋

进。

建诤言 助推经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国民营

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而且要

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这给民营

经济送来了春风。”张向华委员说，

目前从上到下都高度重视民营经

济发展，希望各级各部门不搞“一

阵风”，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民营

企业发展，出台文件政策更加切合

实际，支持帮扶举措更加实在，全

力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张益敏委员说，无论是国有企

业还是民营企业，都面临着税收、

社保等压力。作为外来投资的民

营企业家，希望可以加大降低企业

成本力度，环保、质检等部门可以

加强对接，指派专业人员对企业进

行检查指导，减少企业寻找中介所

需成本。

“我区民营经济正呈现‘积少

成多、由小到大、从弱变强’蓬勃发

展势头，但受诸多因素影响发展压

力大，需要党委政府给予帮扶引

导。”吴帅委员说，綦江可借鉴重庆

主城、河北等地做法，根据“企业自

愿、业务对口、分类指导、注重实

效”的原则，选拔年轻干部到民营

企业挂职锻炼。

孙建伟委员说，目前国有企业

面临决策体制机制较复杂、激励机

制不太完善、经营成本挑战大等问

题，希望可以降低企业纳税征收标

准，减轻企业压力。

钟敏委员说，当前綦江小微企

业“低、小、散”现象严重，经营效率

低下、利润较低，导致中高端人才

流失率高、融资难。政府部门应引

导我区优质小微企业建立小微企

业联盟，实现人才互通、企业互保，

解决人才流失和融资难的问题。

献良策 提升城市品质

叶鋆委员对东部新城扬尘问

题尤为关注，他说，东部新城工地

多，部分工地和企业除尘措施不到

位。建议街道和部门加强监管，督

促工地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除尘，

设立市民监督举报平台，对扬尘整

治不达标的工地和企业进行曝光，

督促其整改。

“希望尽快开通康德城小区经

黄泥岗隧道到沱湾桥河的公交

车。”蒲枭委员说，目前康德城小区

入住居民越来越多，周边学校也已

投用，开通该线路公交能进一步完

善城市公交系统，方便沿线居民出

行。

邱霞委员说，现在綦江城区的

各大银行都可以办理ETC业务，但

ETC设备出现问题就必须去重庆

更换，极不方便。希望綦江尽快设

立ETC服务网点，方便市民办理相

关业务。

夏洪林委员说，中央环保监督

组对医疗废物回收管理要求镇村

全覆盖，但医疗废物回收管理运输

成本高，希望财政民生支出能给予

支持。

出实招 改善社会民生

杨宗德委员说，在大数据时代

背景下，建议进一步提升医保资金

的监管效率，全方位打击骗保行

为，确保医保资金合理使用，安全

可控。

“现在不少‘课外兴趣班’‘特

长班’等成为孩子的课外‘标配’，

既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又占据了

孩子课余时间。”吴小兵委员说，教

育要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提高课

堂效率，学校、家庭、社会形成合

力，互相促进，营造良好环境；另一

方面要加强整顿培训机构的力度，

切实减轻学生课外负担。

李强委员说，相关部门要加大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计划中对村

组的监督。同时，加大对困难家庭

的帮扶，比如对“萤火虫公益行动”

的帮扶对象，要进一步跟进落实帮

扶行动。

话发展 更好履职为民

“去年区政协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活动，我参加了三次‘萤火虫公

益行动’，感触颇深。”左瑞禄委员

说，区政协可以给企业学习的机

会、施展才华的平台，多多落实企

业所提出的意见建议。新的一年

里，区政协可以继续树立自己在老

百姓心中良好的形象。

吴双委员说，对照报告回头看

2018年，政协工作有声有色，履职

创新效果好，民情建设成果多，委

员们反映参与感强，2019年部署思

路清晰、切实可行，激发了政协委

员们参政议政的热情。

罗雅琴委员说，“萤火虫公益

行动”、下乡送温暖……2018年政

协工作取得了优异成绩，交办提案

办成率达80.9%，提案者满意率、基

本满意率达100%，说明民生问题仍

是重中之重。2019年，我们要在此

基础上，持之以恒做好民生及其他

工作。 （本报记者）

议报告建诤言 献良策促发展
政协委员开展分组讨论

政协委员热烈讨论 记者 王京华 见习记者 胡雪妮 摄

区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委员四组讨论现场 记者 王京华 摄 区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委员二组讨论现场 记者 王京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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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綦江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副秘书长名单

（2019年1月8日綦江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

第一次会议通过）

吴德才 陈正科 邱正强 肖 敏（女）

余宗煜 陈 宁 吴文碧（女）

重庆市綦江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19年1月8日綦江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

第一次会议通过）

袁勤华 肖 猛 王前元 赵如均

李 川 关衷效 马应华（苗族） 李德明

刘益文 吴大林 刘红兵（女） 王儒祥

重庆市綦江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

（2019年1月8日綦江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预备会

议通过）

主席团成员55人（以姓名笔划为序）：

万 明 马应华（苗族） 王永霖 王亚玲（女）

王良佑（女） 王 星（女） 王前元 王儒祥

文严华 邓希平 左青平 卢正容（女）

朱光伟 刘红兵（女） 刘 松 刘益文

刘德松 关衷效 孙安华 李 川

李德明 李 燕（女） 杨小容（女） 杨林相

杨福明 肖 敏（女） 肖 猛 吴大林

吴文碧（女） 吴德才 余宗煜 犹元福

犹明文 汪 林 张兴恒（彝族） 张春莉（女）

张家兴 陈 丽（女） 陈应华 周光碧（女）

赵长洪 赵如均 郝云芬（女） 胡生全

胡 宏 胡德芬（女） 贺白露（女） 袁勤华

徐伦兵 徐 良 翁光敏 黄昌平

梁光福 释朗观 谢 刚

秘书长：

李德明（兼）

重庆市綦江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议案审查委员会名单

（2019年1月8日綦江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预备会议

通过）

主任委员：刘益文

副主任委员：谢 刚

委员：（以姓名笔画为序）

孙安华 吴文碧（女） 余宗煜 郝云芬（女） 贺白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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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綦江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政协重庆市綦江区第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琦）1

月8日，区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各代

表团召集人暨中共党员负责人会

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前

元对会议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

王前元就区二届人大四次会

议指导思想、主要任务等内容作

了通报说明，并对大会的组织工

作和会务工作提出了要求。他指

出，开好本次人代会，对于凝聚人

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推动綦

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

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

打下决定性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大家要以高度的使命感责

任感，明确大会重点工作任务，认

真落实市委、区委关于人大机构

改革的相关要求，来组织开好这

次会议。

王前元指出，要精心组织，发

扬民主，认真开展大会各项议

程。要引导参会代表围绕中心，

认真审议各项报告；引导代表提

高站位，正确行使好代表权力；引

导代表积极准备，提出高质量议

案建议。要加强领导，严肃纪律，

树立大会良好会风，确保大会风

清气正，并圆满完成既定任务。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德明

参加会议。

区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各代表团召集人
暨中共党员负责人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向鸿升）1月8

日，区政协主席母明江参加区政协

二届三次会议委员一组讨论，与委

员们一起讨论区政协常委会工作

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讨论中，委员们热情满怀，现

场气氛热烈。大家认为，两个报告

客观总结了去年工作，成绩突出、

亮点纷呈、鼓舞人心，对今年工作

安排系统全面、定位明确、重点突

出。并针对社会民生、城市建设等

多个领域积极建言献策，就鼓励民

营经济发展、强化政协组织监督职

能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母明江表示，过去一年，广大

政协委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

度的责任感，紧紧围绕区委中心工

作大局，立足本职岗位，聚焦綦江

经济社会发展，集思广益、广献良

策，为綦江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

量。他希望，各位政协委员以此次

大会为契机，继续发挥政协优势，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着眼当前经

济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讲真

话、建诤言，出实招、谋良策，彰显

政协委员服务发展大局的责任担

当，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

扎实的工作作风、更加优异的工作

成绩，在新的起点上不断推动政协

工作再上新台阶。

母明江在参加政协分组讨论时指出

讲真话 建诤言 彰显责任担当

本报讯（记者 向鸿升）1月8日，参

加区二届人大四次会议的人大代表按时

前往报到地点报到。

上午9点，在各代表团审议地，会议

资料整齐地摆放在报到处，工作人员早

已准备就绪。9点刚过，代表们陆续前来

报到，工作人员为每一位代表递上会议

资料，并细心提醒当日下午的会议安排。

“我们社区的居民一直被一个问题

困扰，就是附近如果有人家办丧事，产生

的噪音非常扰民。”来自郭扶镇的李洪国

代表说，他希望区里能考虑一下在各镇

的社区建立治丧点，规范居民行为，为大

家营造一个和谐宁静的社区环境。

来自三角镇的蒋丽娟代表说，现在

城区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但这些基础设

施都需要管好用好。她表示，尽管城区

建了不少农贸市场，但仍然有摊贩在背

街、路边摆摊，既不利于环境美化，也影

响路人通行，希望政府加大整治力度，真

正让市民过上高品质生活。

每一条建议都是人民的殷切期望，

每一名代表都肩负人民的重托。作为人

民群众的“代言人”，代表们信心满怀，他

们表示，将把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热点

问题带到大会，履行好法律赋予的职责，

不负人民重托，为推动綦江经济社会发

展献计献策。

信心满怀 人大代表按时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