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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 贫 攻 坚 进 行 时 人 大 视 窗·

王良佑：扶贫路上“三种角色”诠释无悔初心
她是一个民营企业家，始终坚

持诚信经营的理念，以人为本，关怀

员工，打造有人情味的企业；

她是一位爱心妈妈，带头组织

结对帮扶30余名孤儿，让孩子们感

受到“心有人爱，身有人护，难有人

帮”；

她是一名区人大代表，践行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发挥企

业社会责任，坚持为人民办实事。

从民营企业家到爱心妈妈，再

到人大代表，拥有“三重身份”的她，

始终不忘初心，兢兢业业，任劳任

怨，用实际行动谱写“爱的奉献”。

她就是重庆诚挚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王良佑。

当企业老总
做员工的大家长

诚挚，这是王良佑创办的公司

名称。“这两字，不仅是经营之道，更

是员工管理之本。”在她看来，作为

企业的大家长，并不是象征着权利

和权威，而是要让员工成长和幸福。

五险一金、定期体检是员工的

基本保障。近年来，王良佑的公司

先后有5名职工通过体检发现患癌，

得到及时治疗。

“如果不是公司组织体检，我还

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想想都后怕，

幸好发现得及时……”公司职工堪

远珍对此深有体会，她十分感激地

说道。

不仅如此，公司还推出了一系

列员工关怀项目，比如：为过生日的

员工精心准备生日会、给予困难员

工子女助学金……

“妈妈的公司像一个温暖的大

家庭。”考入西南大学的淳丹是职工

许贵仙的女儿，说起妈妈的公司，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截至目前，公司共帮助12名困

难职工子女上大学。

当爱心妈妈
做孩子的贴心人

莫桂杰、莫彬林两姐弟是石林

镇的一对孤儿。几年前，他们的父

亲患病去世；母亲难以支撑本就贫

困的家，随即离家出走。两姐弟全

靠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生活困难。

2017 年，王良佑走访区妇联得

知两姐弟在内的30余名孤儿家庭困

难的情况后，心里一直牵挂着。在

征求各方意见后，带头发动区内32

名女企业家，开展爱心妈妈联盟活

动，一对一帮扶认领，为他们带去温

暖，带去关爱。

从此，王良佑成了莫桂杰、莫彬

林两姐弟的爱心妈妈。她把两姐弟

当作亲生儿女抚养，逢年过节时，置

办新衣服；开学时，张罗开学用品。

两姐弟亲切地称她为“王妈妈”。

当人大代表
做百姓的守护者

收购五和梨16000余斤，帮助17

户村民，增收 4 万余元；收购西瓜

12000 余斤，帮助 12 户村民，增收 3

万余元；收购黑山猕猴桃5000余斤，

帮助 10 户村民，增收 4 万余元……

得知果农因没有销路发愁，王良佑

便出资购买，然后将这些农产品作

为公司福利，悉数发放给员工。

“就是想让大家都过上好日

子。”谈及这些好事实事，王良佑轻

描淡写地说道。

公司职工800余人，其中困难家

庭、建卡贫困户等弱势群体达到三

分之一。这些贫困户在王良佑的公

司上班，每年创收3万元左右。

乡亲们有难事，她只要听说了

也会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慰问

困难群众、“三无老人”、困难青少年

家庭，从来都少不了王良佑的身影。

此外，在教育、医疗、道路交通

建设等各方面，她前后共计捐助500

万余元。

扶贫济困，温暖人心。自从

2011 年担任区人大代表以后，王良

佑更是时刻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

急，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帮助他人，为

他们排忧解难。“把工作踏实做好，

让更多贫困群众早日脱贫比啥都重

要！”王良佑说。

通讯员 秦春梅 袁宗海

眼下，初冬的洋渡河进入枯水期，正是河道整治的大好时机。据悉，洋渡河吹角坝河

段两岸河堤损毁严重，多处垮塌。目前，我区正在对该河段约7公里的河道进行综合治

理。图为11月14日拍摄的施工现场。 通讯员 吴先勇 摄
河道整治正当时

本报讯（记者 吴长飞）“1935

年1月22 日，红一方面军向贵州赤

水进军途中，在綦江九龙山与国民

党盐防军两次交战。红军所到之

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热爱民众、

宣传民众，在綦江撤播了革命火

种。”11月12日，綦江区博物馆馆长

周铃在安稳镇，为现场百余名党员

干部上了一堂《中央红军长征过綦

江》的红色故事讲座。

据了解，安稳镇为深入推进“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学习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紧密结合安稳实际，采用请进

来、走下去等多种方式，立足党代

表、人大代表，面向大众，组织开展

“代表课堂”，为安稳又好又快发展

提供良好舆论氛围和精神动力。

“代表课堂”的红色故事讲座，

受到了现场听众的热烈欢迎。“原来

我的家乡留有中央红军长征的足

迹，我为家乡感到自豪。”聆听讲座

的一名干部说，聆听了革命先辈的

光荣事迹倍感振奋，接下来一定要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家乡发展

贡献力量。

安稳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代表

课堂”的授课内容从全镇干部群众

的实际需求出发，一是讲政策理论，

重点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

市委、区委重要工作安排等；二是讲

安稳故事，讲好安稳的红色故事、发

展故事、扶贫故事、好人故事、代表

故事等；三是讲业务知识，讲与工作

相关的理论政策、法律法规、工作任

务要求以及实践经验等。

据悉，除了邀请专家领导讲，该

镇还要求领导干部带头讲、基层一

线实地讲和网络平台拓展讲，将一

线变为课堂，现场变为讲台，拓宽授

课渠道。

“代表课堂”开课啦
红色故事振奋人心

本报讯（记者 吴长飞 通讯

员 罗敏）群众需求在哪里，志愿服

务就在哪里。11月12日，记者在打

通镇兴隆湾社区了解到，自第二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该社区依托“爱打通志愿者

协会”，从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

紧迫问题出发，广泛深入听取群众

意见，以为群众提供最及时的志愿

服务来体现主题教育实效。

前不久，社区党员宋振华通过

走访得知，海拔1200多米的大罗山

在10月底，就已经是穿棉衣的季节

了，但山上的3所乡村小学，还有不

少学生穿着单薄的外套。

“这么冷的天，娃娃们冻坏了可

咋办。”宋振华回到社区后，和社区

党总支书记罗燕反映了这一情况。

经过商量，社区决定利用“爱打通志

愿者协会”这一志愿服务平台，向爱

心人士募集资金和物资。

“不到10天时间，我们就收到了

300 床棉被、80 双棉鞋和 5 万元现

金。”罗燕说，11月6日，10名志愿者

从兴隆湾社区出发，来到大罗山上

的学校为有需求的孩子发放爱心物

资。

这一次，志愿者们共发放了239

床棉被，乒乓球台3台，以及羽毛球、

乒乓球、跳绳等体育用具。“我长大

了，也要和你们一样，做一名爱心使

者。”临走时，大罗小学六年级学生

何早军说。

兴隆湾社区距离打通场镇1公

里，位于城乡结合部，居民共2331户

5335 人，其中 75%都是棚户区改造

拆迁安置居民。如何治理好这样一

个居民矛盾多、生活习惯差异大的

社区？

“开展志愿服务是妙招。”罗燕

说，2015 年，社区成立了“爱打通志

愿者协会”，下设平安嫂志愿服务

队、党员志愿服务队、李学珍志愿服

务队等10支队伍，累积注册志愿者

2069名。

今年 7 月，不少居民来社区反

映，棚户区 5 栋和 16 栋楼下的绿化

带空地被种上了蔬菜，施天然肥后

气味较大，较低楼层的居民都没法

开窗户。

党员志愿服务者罗春财前往实

地了解发现，刘大爷等近10户居民

此前生活在农村，喜欢在房前屋后

种蔬菜，于是在空地里种上了小白

菜和小葱。

“刘大哥，楼栋的绿化还在完善

当中，这些空地是要种绿化植物的，

可不能种菜哦。”罗春财说，而且种

菜施肥影响了其他居民生活，咱不

能伤了邻里之间的和气。

经过一番调解，刘大爷将种的

菜收割完。同时，社区联系物业公

司抓紧完善绿化，并组织志愿者将

居民搭建的菜棚进行拆除。15 天

后，这些空地都种上了吊兰和非洲

菊等绿化植物。

除了调解邻里纠纷，志愿者们

还经常帮助弱势群体，多次开展了

关爱空巢老人、残疾人和留守儿童

的志愿服务活动，邻里关系变得越

来越融洽，社区大家庭的氛围越来

越浓。

截至目前，协会已组织开展大

型活动27场，志愿服务活动511次。

打通镇：志愿服务跟着群众需求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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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成蓉 吴明鸽）

近日，记者从区交通局获悉，国道

210 篆塘非现场执法点自今年 2 月

投入使用以来，公路治超成效明显，

货 运 超 限 超 载 率 从 98% 下 降 到

0.8%。

据悉，2018年，区交通局投入资

金160余万元，建成国道210线篆塘

非现场执法点。该执法点通过安装

超限运输车辆动态监控检测执法系

统，对过往车辆进行全覆盖地超限

检测。

“如果车辆发生超限行为，前方

的情报板将在第一时间对行为人进

行提示，同时后台也将在第一时间

通过短信等方式告知车主和相关企

业，提醒他们自觉到就近卸载场卸

载消除违法状态，并于15日之内到

交通行政执法支队接受相关处理。”

区交通行政执法支队指挥中心主任

欧晓冬说。

原来，非现场执法点的建设打

破了固定治超站投入资金大、运维

成本高、建设周期长等壁垒，使公路

通行效果和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明显

提升，执法更加公平公正，执法体系

更加规范化、高效化、科技化、智能

化。

目前，区交通局正在建设的还

有国道 353 北渡和国道 210 赵通坝

两个非现场执法点，共计投入 450

万元。下一步，我区还将加快超限

运输车辆动态监控检测执法系统和

交通综合执法指挥中心的建设，力

争到2021年底，在全区重要物资通

道、出入境道口、物流集散地、重要

货运源头等重要路段建设科技执法

系统，并在现在固定治超站安装该

系统，基本实现我区治超科技化、智

能化、网络化、无人化，全面提升全

区交通应急处理、调度指挥、监控检

查、信息发布等综合处置能力。

“高科技”治超显成效
货运超限超载率大幅下降

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 谢天

骄 通讯员 吴小玲）近日下午，区

发展改革委牵头组织召开惠企政策

解读会，全区50余名工业企业负责

人参加。

此次政策解读会旨在帮助企业

尽快了解、熟悉国家、市近期出台的

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扶持企业发

展的政策措施，支持企业积极争取

财政、金融的资金支持，利用各种扶

持政策，克服困难、发展壮大。

据悉，本月全区将开展各种形

式的“惠企政策宣传月”活动。各部

门将深入企业开展惠企政策宣讲，

并结合企业实际进行具体指导，帮

助企业用足用好各项扶持政策；重

点围绕减税降费、就业创业、社会保

障、人才扶持等方面，将企业经常用

到的比较关键的政策进行梳理归

纳，编制成《惠企政策一本通》送到

各企业手中；通过区内各大媒体平

台定期发布惠企政策信息，将政策

宣传与窗口服务相结合，充分发挥

基层窗口平台作用；利用街镇便民

服务中心、基层社区开展惠企政策

宣传，发放宣传资料，最大限度让各

类企业熟知政策、用好政策。

解读惠企政策在行动
助力企业发展

近日，通惠河城市亲水休闲带状公园内几位市民正在散步。据悉，通惠

河城市亲水休闲带状公园位于东部新城，起于滨河大道入口，止于通惠红光

桥，全长5.5公里，占地1927亩。该项目于2017年6月完工投用，是市民休

闲、健身、娱乐的好去处。 记者 魏源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