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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事办好 把实事办实

我区开展人大代表票决成效“回头看”
本报记者 成蓉

区政协组织开展集中调研活动
100余名政协委员参加

“纳民意、顺民心，把好事办好、

把实事办实。”近日，在綦江区第三

季度镇街人大联席会上，万东镇、打

通镇等10个镇街人大负责人用图文

并茂的方式，对民生实事项目代表

票决制推行以来取得的成效进行

“回头看”。

收集民意 推进民主决策

漂亮大方的房屋、干净整洁的

厕所、优美舒适的环境……万东镇

五和美丽家园工程有序推进，这让

周边景色更加宜人，当地群众住得

更加舒畅。

据了解，随着青山湖水库建成，

水库周边的环境不断美化，而库区

周边及通往水库公路周边的大部分

农房面貌破旧，厕所多为旱厕，个别

农房还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且房屋

周边环境杂乱无章，这与美丽的青

山湖形成巨大的反差。

万东镇人大主席团成员和部分

人大代表在走访调研中收集群众意

见，并就五和美丽家园工程建设的

必要性提出论证报告，并提交镇党

委审议，经镇党委审定后提交人代

会票决。

如今，水库周边旱厕改造已经

完成，房屋修缮已经完成88%，环境

整治正在有序推进中。“通过五和美

丽家园工程建设，不仅能解除库区

及周边移民居住安全问题，改善居

住环境，更有利于发展乡村旅游，振

兴乡村经济。”万东镇人大主席周光

碧说。

跟踪监督 推动实事落地

“公厕修好了，以后去红花湖耍

不用到处找厕所了。”“这个停车场

的修建确实解决了周边居民停车难

的问题。”今年年初在人代会上票决

出的打通镇大罗旅游公厕和大堰塘

停车场项目已于8月全面完工，并受

到群众一致好评。

大罗旅游公厕和大堰塘停车场

项目算不上大工程，但真正解决了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

问题，这也是推行票决制的目的所

在。据介绍，人大代表在票决制实

施过程中，实行“一管到底”的方式，

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除了项目征集、筛选、票决等，

我们还通过组织代表视察、实地督

察、现场质询、满意度测评等多种方

式，实施主席团成员、代表小组、若

干代表参加的‘1+1+X’联系监督票

决项目机制。”打通镇人大办公室工

作人员吴霜说。

其中，在大罗旅游公厕建设过

程中，人大代表每隔3天到施工现场

督查工程进度和质量；在大堰塘停

车场修建中，人大代表每天到施工

现场查看，并广泛收集居民意见建

议，积极协调施工方调整作业时间

以及居民出行道路等，切实解决了

施工为居民带来的困扰，有效推动

了项目顺利实施。

民生连着民心，办好民生实事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全区各镇街人

大在回首过去、立足当前的基础上，

还将跟踪监督好尚未完成的票决民

生实事，扎实开展好票决制工作，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眼下，正是花椒管护的关键时

节。连日来，在三角镇望石村花椒

基地，1200 余亩的“刺”树栽满整个

山头，村民们忙得热火朝天，修枝、

除草、喷药……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去年

9月之前，这里还只是一片凋零的撂

荒地。

望石村位于老瀛山脚下，因为

交通受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随

着青壮年劳动力陆续外出打工，村

里的闲置土地也越来越多。

如何用好闲置土地，带领乡亲

们增收致富，成了压在望石村党总

支书记吴茂胜心里的一块大石。

此时，江津区先锋镇花椒大户

王均成、李梅夫妇也正为没有适宜

的土地扩大种植规模而苦恼，机缘

巧合下，得知望石村坡地多、平地

少，土地比较贫瘠，非常适合花椒种

植。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随后，王均成牵线搭桥帮助望

石村又陆续引进了7家花椒种植业

主到村发展花椒产业。

流转土地是产业发展的第一

步，需要村民的大力支持。望石村

在第一时间召开社员大会、院坝会、

党小组织会，号召村民心往一处使，

力往一处奔，抱团发展花椒产业。

“前期还是有村民持怀疑态度，

村干部就挨家挨户打电话、一趟一

趟地上门做工作，用各种各样的方

式说服农户，让我们顺利地把土地

流转下来。”花椒基地业主程昌拥坦

言，产业发展中遇到任何问题，村干

部都第一时间协调处理，让业主很

省心。

越来越多的业主在村里落户发

展，望石村的花椒产业发展迈上了

正轨。村里又积极引导在外务工的

村民返乡创业，做优做大花椒产

业。村民刘勇就是被引流回乡发展

的青年之一。

“吴书记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政

策好，村里的花椒产业逐步发展起

来，回村里把花椒产业做大做强，自

己不仅免受背井离乡之苦，还能带

富村民。”在吴茂胜的劝说下，和刘

勇一样的很多年轻人开始返乡发展

花椒产业。

“年纪大了在外面找工作也不

好找，正好可以在基地打工，60元一

天，每个月做 14、15 天，能赚近千

元。”流转的土地每亩可以拿到流转

费200元，还能在家门口打工挣钱，

对于现在的生活，村民吴昌秋很满

意。

经过努力，望石村的花椒产业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

如今已经建成1200余亩的规模。昔

日的撂荒地变身产业基地，村民当

上了农业工人，仅仅每年村里的土

地流转收入和村民务工收入就超过

了40万元。

“目前，我们已经成立了花椒专

业合作社，下一步将打造花椒产品

品牌，尝试开展花椒深加工并借助

电商平台拓宽销路，带领更多的村

民一起过上好日子。”对于未来的发

展，吴茂胜信心满满。

三角镇望石村

撂荒地变身花椒园 绿了荒坡富了村民
本报记者 张静 黎梨 实习生 张梦寒

村民在管护花椒树 记者 黎梨 摄

（上接1版）公厕的老旧问题也

是群众反映的热点之一。由于改造

一所公厕要20万元左右，街道要同

时改造辖区内全部的 41 所公厕有

相当大的困难。

经过街道人大代表和社区居民

的考察、投票，街道将这 41 所公厕

按状态、使用程度等分成三批开始

进行改造，预计每年解决 13 座左

右，得到了群众点赞。

街道党工委书记吴秀斌表示，

今年以来，街道还实施了一大批民

生实事工程，如完成雷神店高速路

口扩宽改造，硬化农村公路 68 公

里，改造365户C、D级危房，新建或

改建惠及8个村1万余人的饮水工

程等。

据11月26日《重庆日报》

分类列出清单 分步逐一攻克

本 报 讯（记 者 刘 琦 赵 跃

实习生 傅国霜）11 月 26 日，区政

协组织全区100余名政协委员围绕

“城市品质提升”开展集中调研活

动。区政协副主席褚洪春、刘林、李

北川参加调研。

政协委员们先后来到转关口大

桥施工现场、万达广场生活垃圾分

类科普馆、千山半岛小区以及綦江

北互通及连接线建设工程施工现

场，详细了解重点项目工程进度，以

及全区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

据了解，转关口大桥以及綦江

北互通连接线是我区两个重点项

目。转关口大桥连接东部新城与工

业园区，是我区环城大道的关键节

点工程，于6月25日正式开工建设，

建成后将形成綦江城区环线交通网

络；綦江北互通连接线建设工程于7

月22日正式开工建设，建成后将满

足我区和渝黔高速公路之间的交通

转换需要，解决我区城区对外交通

拥堵状态，还将带动新盛片区与老

城区、东部新城有机联系，为我区城

区向北拓展提供条件。

调研活动结束后，委员们纷纷

表示，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领

导以及全区人民的努力下，我区城

市品质得到了有效提升，群众满意

度不断提高。作为政协委员，将会

积极履职尽责，做好宣传引导，推动

我区城市品质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通讯员 李凤林）今年

以来，我区巡察工作“一体化”推进

街镇（部门）和村（社区）延伸，不断

提升巡察监督质量和水平，切实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1至

10月，巡察发现问题378个，发现问

题线索 59 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6

人，组织处理11人。

在开展巡察工作中，坚持稳中

求进总基调助推巡察全覆盖。截至

目前，列入巡察或延伸巡察对象的

有116个区管党组织和381个村（社

区）党组织，覆盖率分别为 71.6%、

89.2%。其中，2019年以来开展常规

巡察3轮、交叉巡察1轮，分别巡察

了区管党组织34个、村（社区）党组

织152个。

我区把发现和整改问题贯穿于

巡察工作始终，做到巡察发现问题

和整改落实并重，注重在巡察工作

各个环节发现并整改问题，压实整

改责任。今年以来，区纪委监委主

要负责人对 12 名被巡察单位党组

织主要负责人进行巡察整改专项约

谈，结合第十轮对教育系统集中巡

察实际对主管部门区委教育工委班

子成员进行 1 次集中反馈约谈；巡

察间隙期间抽调纪检、组织、巡察干

部对一至四轮巡察整改情况开展专

题督查调研，审核27个被巡察党组

织整改方案和报告并反馈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在加强“一体

化”进程中，我区始终坚持以强有力

的成果运用促进发展。区纪委监委

对巡察移交的问题线索快办快结、

适时通报曝光，并把巡察整改纳入

廉政谈话重要内容，先后对 6 名主

要负责人和192名新任领导干部开

展廉政谈话。区委组织部把巡察整

改情况作为民主生活会报告内容，

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充分听取巡察意

见，把巡察整改作为党建考核、述职

述廉的重要内容。区委巡察办组织

召开“三方联动”联席会议2次，对

巡察整改和监督进行研判分析，及

时报告整改情况并提出整改建议，

确保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到位，推动

各被巡察单位健康有序发展。

我区“一体化”推进巡察工作
1至10月巡察发现问题378个

本报讯（通讯员 张平贵）近

日，记者从区人力社保局获悉，2020

年1月1日起，重庆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将执行新的调整机制，覆盖

全区31万参保人员。

据介绍，我市日前印发《关于建

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

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实施

意见》，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确定、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

缴费档次、政府补贴标准等方面建

立了新的调整机制，将于 2020 年 1

月1日起执行。

据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建立个人缴费档次和政府补贴

标准机制方面，全市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档次由原来的12

个档次调整为13个档次，最低缴费

档次调整后仍为每人每年 100 元，

最高档次调整为每人每年3000元，

由参保人员自愿选择参保。政府补

贴随同调整，最低档次补贴 30 元，

最高档次补贴160元。

对老年人员加发基础养老金方

面，2020 年 1 月 1 日后年满 65 周岁

的领待人员，从年满 65 周岁之月

起，每人每月增发5元基础养老金；

从年满70周岁之月起，每人每月再

增发5元养老金；2019年12月31日

前，已年满 65 周岁的领待人员，从

2020年1月起增发5元基础养老金，

已满 70 周岁的领待人员仍按原高

龄补贴标准执行。

据悉，在建立完善待遇确定正

常调整机制方面，在根据中央确定

的全国基础养老金标准基础上，统

筹考虑我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物价变动和财力状况等因素，与

国家同步调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标准。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明年起有调整
覆盖全区31万参保人员

11月25日晚，随着最后一场篮球比赛的终场哨声响起，綦江区第十三届篮球锦标赛圆

满收官。自11月19日开赛以来，来自全区48支代表队为市民奉上了130场精彩比赛。经过

7天的激烈角逐，区法院、渝运綦司、贝思特３个代表队分别获机关组、甲级组、乙级组冠军。

记者 刘柳吟 摄

篮球锦标赛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