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Ｇ75高速公路綦江赶水

梨树坪大桥段，两辆小汽车飞驰而

过。

近年来，我区不断畅通交通“大

动脉”、疏通城市“毛细血管”，构建

起了内畅外联的综合交通枢纽。

通讯员 胡光银 摄

入冬后，村民农闲不闲，继续奔忙在田间地头，精心管理

冬季农作物和经济作物，为来年增收增产打下基础。图为11

月21日，隆盛镇振兴村邦荣农业果园，村民正在给布朗李树

施肥。 记者 陈星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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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
七十七十

新中国峥嵘岁月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勇克时艰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

电 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

贷危机，到 2008 年演化为

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也给中国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

战，从 2008 年第三季度以

来，中国出口大幅下滑，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压力加大。

面对严峻局面，从2008年6月开始，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

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

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扩大国内需求的十项措施，陆续制定了一系

列政策，到2009年上半年，逐步形成了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

揽子计划”。

中国政府还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郑重承诺，继续参与维护国际

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支持国际金融组织根据

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增加融资能力，与国际社会一道通力合作、共克

时艰。

经过努力，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积极变化，有利条件和积极因

素增多，总体形势企稳向好。主要表现在：投资增速持续加快，消费

稳定较快增长，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强；农业生

产形势良好，夏粮再获丰收；工业增速稳中趋升，结构调整和节能减

排取得新进展，区域协调发展呈现新态势；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市场

预期继续向好，社会信心进一步提升；城镇就业继续增加；灾后重建

加快推进。

袁勤华在工业园区调研时强调

倾力服务企业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群众小事我大事群众小事我大事

11月13日一大早，天空飘着微微

细雨，文龙街道红旗村党总支书记周

玉彬走进了村民张锡昌家中。

“周书记，你们今天又来了，放心，

我们都是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在做。”

穿着雨衣，正在砌花台的工匠丁宗昌

笑说道。

美丽乡村“增颜值”

9月底以来，文龙街道旧房整治提

升项目落户红旗村后，村社干部就每

天轮流到现场了解施工进度、监督施

工质量。

此次旧房整治提升行动与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相结合，涉及红旗村 9 社

86 户农户，主要是改造厕所、硬化庭

院、修建花台和栽种花草，为美丽乡村

“增颜值”。

项目一确定，红旗村一班子人和

街道规建环办工作人员就开始谋划起

来，到现场边查看边规划，根据村民房

屋的情况，规划厕所、丈量庭院、确定

花台长度和位置，一户一户“量身”制

方案、做规划、估预算、找工匠。

“有村干部把关，我们都很放心。”

张锡昌笑道，“马上就要完工了，等花

草一种上，就是小洋楼了，住起肯定安

逸嘛！”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完成46户。

设施建好后，我们将统一采购绿植进

行栽种，预计春节前，可全部完工。”周

玉彬说。

水网改造“治心病”

共同村位于文龙街道城乡接合

部，整个区域是一个狭长的长方形状，

与临近的新盛镇接壤。

“我们村的短板就是饮水问题，涉

及 4、5、6、7 四个组常住人口约 200 余

户上千人。”共同村党总支书记何兰介

绍说，“因地势较高，水压不够，主管道

老化时常破裂，导致部分村民饮水相

当困难。”

“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努力方

向！”了解情况后，共同村村支“两委”

立即将饮水管网改造工作纳入议事日

程。

为摸清情况，村社干部分为四组，

沿着饮水管道一户一户走，统计老旧

水表数量、破损水管长度。

在摸清情况后，召开村民代表会

议，村“两委”提出方案，水表钱由村民

自己承担，水管更换的材料费和人工

费由村上承担，这个方案得到了村民

的认可。

“短短半个月就解决了我们的饮

水困难，给力！”看着水龙头里流出清

澈的自来水，7 组村民赵天银笑开了

颜。 （下转2版）

文龙街道：守正初心，解决群众“急忧盼”问题
本报记者 吴长飞 通讯员 曾碎秀

“住得不踏实”，曾是三江街道滨

江社区 71 号楼居民的口头禅。2010

年，42户居民入住后，因开发商喻某失

踪便一直未提交资料办理产权证书，

42户居民陷入“有房无证”的窘境。

“这42户居民由于资料不齐全、开

发商拖欠土地出让金等问题，迟迟没

有拿到不动产权证，我们街道把群众

的这件大事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重点聚焦问题，并迅速

进行整改落实。”11月14日，三江街道

负责人告诉记者，该街道一边联合相

关部门查找喻建超下落，一边垫资8万

元委托中介机构开展房测、鉴定等资

料编制，并收集各类建房资料提交相

关部门开展联审。

“这个钱我不交，万一钱交了还是

拿不到证怎么办？”找到喻建超后，发

现他手中的材料齐全，但由于公司经

营不善，他已无能力支付土地出让

金。街道反复做工作，希望居民按住

房面积进行平摊，可多数居民表示不

同意。

据悉，滨江社区71号楼是联建房，

土地出让金本应由开发商在建筑完工

后缴纳，现在不仅需要居民分摊，金额

也上浮了不少。“政府垫资让我们吃了

一颗‘定心丸’。”居民李天珍说，最终

三江街道先行垫支了38万元完成了全

部的审批手续，居民将不动产权证领

到手后，再支付土地出让金。

目前，三江街道已分两批次将不

动产权证书发放到33户居民手中，剩

下9户因存在不同程度违法搭建，待拆

除完毕验收合格后再进行办理发放。

这只是三江街道抓住群众小事，

办好民生大事的一个缩影。该街道秉

持开门搞主题教育的原则，进家入户

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并迅速落实：大山

村群众普遍反映村办公室离公交车站

远，办事不方便，对此该街道调查后规

划新设两个公交车站，其中最近的一

个站点离村办公室仅20米；三河街社

区没有路灯、路面年久失修，对此该街

道在大桥背街安装太阳能路灯11盏；

已有60年历史的三江大桥年久失修，

路面坑坑洼洼，群众怨声载道，对此三

江街道及时建立台账，筹集80万元资

金用以修缮……

自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三江街道坚持以

“群众小事我大事”为导向，推动主题

教育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四轮同转”，激发出干部干

事创业的热情，确保了问题整改效果，

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三江街道:抓住群众小事，办好民生大事
本报记者 吴长飞

本报讯（记者 陈正策 刘彤）11

月22日，区委书记袁勤华前往工业园

区调研。他强调，要结合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企业了

解情况，倾力服务企业，主动排忧解

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全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

区委常委、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

刘扬参加调研。

袁勤华先后深入华芯智造微电子

（重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舟科技

有限公司以及重庆烯宇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生产运行情

况。每到一处，袁勤华都深入生产车

间，与管理技术人员沟通交谈，仔细询

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了解企业发展

过程中还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

调研中，袁勤华指出，企业发展是

推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服务企业发展放

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要

结合开展主题教育，精心做好企业服

务工作，走进生产一线解决问题，着力

解决企业融资、用工、转型等难题，以

更好的服务质量解决企业后顾之忧。

我们既要把企业“引进来”，还要帮助

企业“走得远、走得好”，不断激发企业

发展活力和创造力。要通过优质服

务，让招商更有温度，促进以商招商，

让“落地之鸟吸引天上群鸟”，推动招

商引资取得新成效。要坚持一手抓传

统产业智能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

产业培育，全力推动全区工业经济转

型升级发展。

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张斌 王京华）11 月 22 日，

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召开。会后，我区第一

时间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作安排部署。区委副

书记、区长姜天波强调，要严格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守土担责、履职尽

责，深入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维护

良好的安全环境。

姜天波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宁可百日紧，不可一

日松。要认真吸取近期各地事故教训，举一反

三，认真研判年末岁尾各行业领域存在风险和突

出问题，在“严、实、细”上再下功夫，查隐患、抓整

治、严执法，以务实的作风和有力的举措，将大排

查大整治大执法进一步引向深入。

姜天波强调，要提高站位抓工作。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

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在讲

政治、顾大局的高度，在思想上始终保持如芒在

背、如履薄冰的紧张感，不折不扣、动真碰硬把抓

好安全生产每一项工作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要压实责任抓工作。各镇街、相关部门要严格落

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

“三个必须”的要求，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

风险的工作责任，推动安全监管和企业主体“两

个责任”落实到位。要聚焦目标抓工作。临近岁

末，各街镇、相关部门要严格对照全年安全生产

目标，立即组织开展查漏补缺工作，切实增添安

全监管措施，确保全年安全工作目标任务顺利完

成，为全区人民创造一个安全祥和的良好生活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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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飞的动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