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綦江在全区推行民生实事代表票决制
已有282个民生实事项目获得人大代表投票通过

重庆日报记者 颜若雯

场镇拥堵群众意见大
代表两度票决“提档升级”

永新镇石坪村有上万亩梨园，

过去，每年梨子上市时，街上、菜市

场的很多角落都有卖梨的游摊。“不

少人反映，一到赶场天场镇就很拥

堵，尤其是老农贸市场，来赶场的农

民以街为市，附近居民意见很大。”

永新镇人大代表朱小波就收到这样

的意见建议。

去年年初，在该镇十九届人大

三次会议上，“场镇功能提升工程”

被代表们票决为2018年重大民生实

事项目，随后，新农贸市场动工建

设。“最好能划出一块专门区域，既

方便梨子销售，也便于宣传推广和

品牌打造。”建成后，镇人大代表幸

定华又提出新的建议。

针对幸定华代表的建议，镇人

大组织代表开展调研，收集群众意

见建议。今年，在该镇人代会上，

“场镇功能提升工程”再次被代表票

决为重大民生实事项目——整治规

范场镇秩序被列入其中。通过几个

月的整治，场镇秩序规范了，人、车、

摊不争道了，还诞生了一个“梨子自

贸专区”。

全体代表过半数同意为通过
十日内向社会公布

像这样代表票决民生实事的方

式，已在綦江25个镇全面铺开。

綦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前元

介绍，2017年，区人大常委会以镇街

人大工作“三化”（规范化、制度化和

特色化）建设为目标，拟定了重大民

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等 15 项内

容，作为全区镇街人大的自选特色

工作参考项目，随后在东溪、篆塘、

隆盛等9个镇试点推行重大民生实

事项目代表票决制，并在试点镇成

功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区25个镇全面

推广。推行票决制以来，各镇共征

集民生实事项目700余个，初定候选

项目360余个，票决立项282个，有效

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关注的民生难

题。

如何确保票决过程真正民主、

公开？王前元介绍，在确定票决项

目过程中，先由镇人大主席团梳理

汇总需要票决的民生实事项目，与

镇政府进行民生、普惠、可行等分

析，经镇党委同意后确定，在召开镇

人代会前将票决事项书面告之镇人

大代表，并组织镇人大代表深入调

研。

镇人代会上，各代表小组充分

审议后，无记名投票。人代会上票

决的重大民生实事项目，必须有2/3

以上的镇人大代表参会方为有效，

需全体代表过半数同意方为通过，

并当场宣布票决结果，十日内向社

会公布。对未获通过的重大民生实

事项目，镇政府不得组织实施。

公厕选址不当曾遭群众阻拦
重新选址票决通过后顺利投用

綦江区篆塘镇在实施盖石场镇

公厕建设过程中，因公厕选址不当，

曾遭遇群众阻拦而一度搁置。镇人

大及时组织代表深入走访调研重新

确定选址后，将其纳入了 2018 年民

生实事票决项目，于当年顺利建成

投用。

“民生实事项目的确定、实施过

程，就是人大代表深入选区察民情、

听民声、聚民智的过程。”在王前元

看来，人民群众通过人大代表充分

参与管理地方国家事务，成为民生

实事项目的建议者、决策者、监督者

和受益者，既充分体现了人民意志、

保障了人民权益，又有效扩大了公

民有序政治参与、激发了基层民主

政治活力。

王前元认为，通过代表票决制，

推动了民生实事项目的产生由“部

门提”转变为“大家提”、由政府“自

己定、自己干”到“代表决、政府办”

的重心转变，确保民生实事项目建

立在真正意义的民意基础之上，使

政府能够精准办事、合力办事、透明

办事。

人行桥建设进度滞后
票决推动顺利完工

今年的夏日傍晚，吃过晚饭后

沿着蒲河两岸散步，成为了綦江区

石角镇很多居民最喜爱的休闲方式

之一。

“在修人行桥之前，只有场镇两

边有桥，镇上群众过河很不方便，走

到河对岸至少要40分钟。”石角镇人

大代表刘德松告诉记者，江北新城

开发后，群众对修人行桥的愿望更

加强烈。2017 年，在该镇十九届人

大二次会议上，石角人行桥项目被

代表票决为重大民生实事项目，当

年的目标是完成主体工程建设。由

于种种原因，该桥建设进度严重滞

后。

在 2018 年初召开的镇人代会

上，“人行桥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

又被票决为该镇当年的重大民生实

事项目。最终，在人大代表的推动

下，2018 年 12 月 24 日，该桥顺利完

工。

“推行代表票决制，把人大决定

权和监督权有机结合起来，将政府

民生实事项目从产生、实施、到完工

的全过程均置于镇人大的监督之

下。”王前元表示，代表票决制赋予

了乡镇人大监督更加丰富的法治内

涵、实践价值和社会效应，使乡镇人

大重大事项决定权在实践中得以落

地和细化。

同时，代表围绕票决项目征议

题、搞调研、抓监督，履职角色从“旁

观者”转为“参与者”，更加凸显了代

表主体地位，拓展了代表履职途径，

激发了代表履职热情，代表作用发

挥更加明显。

据8月5日《重庆日报》

人 大 视 窗

7月17日是綦江区永新镇的赶场天，恰逢梨子上市，场镇上新农贸市场400平方米的“梨子自贸专区”首次开放。“不用挤在菜贩中间，宽

敞，吆喝起来也响亮。”赶来卖梨的永新镇石坪村村民李贵全很高兴。

“梨子自贸专区”的划定是镇人大代表在开展调研和收集群众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投票决定的，也是綦江在全区25个镇全面推开重大民

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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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綦江区梅小丫卤品店，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500222MA60D1LW7G，声明作废。

綦江区航墙酒楼，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500222MA60AECW90，声明作废。

綦江区王记羊肉馆，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500222MA60F2RC5W, 声明作废。

綦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开具一份重庆市行政事业单

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票号（2019）NO：000055473，声明作废。

高温下的坚守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 黎梨）高温酷

暑天，总有这样一群人，远离清凉、坚守岗

位。他们头顶烈日，穿梭于热浪车流，确保

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近日，綦城气温火爆，室外热浪滚滚，

街面上行人稀疏。然而，穿着近10斤重装

备的交巡警，正接受着这一场严峻的考验。

下午3时许，城区地面温度接近50℃，

猛烈的阳光灼烧得皮肤有些疼痛，道路上

车辆川流不息，排出的热气加剧了空气的

热度。交巡警们身着装备，坚守在车流中，

指挥交通、检查车辆、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丝毫没有因为高温炙烤而放松。

“我们夏季主要是整治摩托车、面包车

等车辆的违规载客行为，整顿拆装位置，以

及倾泻货车非法进入重要路段的整治。”交

巡警丁厚川说。

在文龙街道168路段驻点检查一个小

时后，丁厚川和两位同事已浑身湿透。脱

下警帽，大颗大颗的汗水铺满脸庞，而他们

还将走向下一个驻点……

“夏日酷暑，市民能安全出行是我们最

感到欣慰的，请广大驾驶员朋友努力配合

交巡警的工作，同时一定注意安全行驶，做

好防暑降温措施。”丁厚川不忘提醒大家。

交巡警：热浪中保通畅护平安

指挥交通 记者 赵竹萱 摄

检查车辆 记者 赵竹萱 摄高温执法 记者 赵竹萱 摄

本报讯（记者 成蓉 黎梨）8

月3日，2019重庆綦江“横山杯”骑跑

两项比赛在横山镇激情开赛，市内外

300余名骑跑爱好者参加比赛。

此次比赛分为男子青年组、男

子中年组和女子组三个组别，采用

“骑行+跑步”的比赛形式，其中，骑

行21公里、跑步3公里。一声枪鸣，

选手们像离弦的箭从起点冲了出

来，大家争先恐后，争取不让自己输

在起跑线上。比赛中，伴随着天台

山景区环线两旁优美的风景，选手

们你追我赶、奋力向前。在花仙谷

景区内，即使汗流浃背，大家也跑步

坚持到终点。

经过激烈比拼，最终男子青年

组由去年的冠军张杰以 50 分 40 秒

的成绩再次摘得桂冠，男子中年组

冠军被周梁钢以 55 分 40 秒的成绩

拿下，女子组冠军由唐景燕以59分

11秒的成绩夺得。

“横山环境优美，运动氛围浓

厚，再加上今天天气凉爽，应该说我

发挥出了平时训练的水平，也取得

了比较理想的名次。”周梁钢说。

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巡视员

陈玉林，区政协副主席周宗容出席

活动。

“横山杯”骑跑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 成蓉 邓大伟）

“綦江区篆塘镇重庆朝国混凝土有

限责任公司在未取得批文情况下存

在违法占用河滩，破坏沿河树林，私

设油库污染綦江河等问题。”近日，

接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移交的群众投诉举报案件后，我区

迅速行动，互相配合，立即对问题进

行核实整改处理。

“接到交办件当天，我镇便同区

生态环境局、区水利局、区林业局等

部门一起对该企业进行了走访调

查。”篆塘镇副镇长黎春说，经过调

查核实，该公司不存在未经批准违

法占用、粉尘散排、油污排放等行

为。

近日，记者在重庆朝国混凝土

有限责任公司看到，该公司混凝土

生产线 10 个粉料罐均配备有布袋

除尘器，搅拌楼、料仓污染防止设施

运转正常，骨料仓进行了密闭，并在

大门及料仓内安装了喷淋降尘设

施；其柴油罐四周设有围堰，围堰完

好，周边未见油污排放。记者还了

解到，该公司已于2014年1月2日取

得了《重庆市綦江区水务局审查同

意书》（綦水涉河建许可[2014]2号），

不存在未经批准违法占用行为。

“经核实，该公司非法占用林

地，擅自改变林地用途情况属实。”

区森林公安局政委李斌说，该公司

占用林地 9.89 亩，违反了森林保护

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实

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区林业局对该公司作出了限期一年

内恢复原状和处罚款 13 万余元的

行政处罚。

在走访调查中，区环境行政执

法支队执法人员还发现重庆朝国混

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的砂浆生产线项

目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擅自开工建设。针对这一

违法行为，区生态环境局已向其下

达了责令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其

停止建设，严禁擅自投入使用。

“针对提出的问题，我们将积极

进行整改。今后在抓生产的同时，

我们将严格按照规定行事，注重环

境保护，欢迎社会各界对我们企业

进行监督。”重庆朝国混凝土有限责

任公司生产部经理文勇说。

区政府领导第一时间作批示、

第一时间开展调查核实和处理、6天

内反馈情况……自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组入驻重庆以来，我区接到群众

投诉举报案件19件，已经办理反馈

16件，办结9件，用实际行动回应了

群众期待。

“下一步，我区将以此次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为契机，举一反三，加快

我区环保问题的排查整改，持续改

善我区环境质量。”区生态环境局党

组书记、局长陈勇说。

严肃认真整改问题
及时回应群众期待
中央环保督察组移交群众举报件已办结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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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现场 记者 成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