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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协召开二届十八次常委会议
本报讯（记者 廖静 黎梨）1月7日，区政

协主席母明江主持召开区政协二届十八次常委

会议。

会议听取了各小组关于讨论情况的汇报；

听取了区政协二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

于提案征集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二届区政

协副主席、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审议通过了选

举办法（草案）；审议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

单（草案）以及区政协二届四次会议有关决议

（草案）。

区政协副主席褚洪春、牟伟、刘林、李北川、

周宗容参加会议。区政协党组成员王守华、詹

旭东列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 刘琦 谢天骄）1月7日下

午，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召开

会议，就会议期间10人以上代表联名提出的议

案及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进行了审查。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市綦江区第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代表联名提出议案

审查意见的报告（草案）》，决定提请区二届人大

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审议。

截至1月7日上午10时，大会秘书处未收

到10人以上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收到代表

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共481件（其中经开区

136件）。其中，发展规划和综合经济类26件，

工业、交通和能源类110件，农业、林业和水利类

36件，财政、税收和金融类6件，城乡建设、国土

和资源环境类103件，流通、旅游和服务类29

件，教科文卫体类50件，社会及公共事务类59

件，行政法治和行政管理类60件。对收到的建

议、批评和意见，待本次人代会后，将由区人大

常委会交有关机关和单位研究办理，自交办之

日起3个月内，至迟不超过6个月将办理情况书

面答复代表。

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主

任委员刘益文主持会议。

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召开会议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 赵跃）1月7日，区

政协提案审查委员会举行提案审查会议。

会议听取了提案组提案征集情况报告；讨

论通过了提案审查办法，对区政协二届四次会

议期间委员提出的提案进行审查。

据了解，截至1月6日中午12点，区政协二

届四次会议期间共收到提案498件（其中，集体

提案78件）。这些提案紧扣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聚焦区委、区府提出的“一点三区一地”发

展思路，关注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重点、热点、

难点问题，涉及农林水务、工商财经、城环科技、

交通旅游、教育文卫、社法民宗及其他各个方

面。对未予立案的提案，将逐件向提案人说明

不予立案的理由，并作为委员来信建议转送有

关部门研究参考。

区政协副主席牟伟出席会议。

区政协提案审查委员会举行提案审查会议

（上接1版）坚持专门协商机构的性质定位，深

刻把握“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的协商民主真谛，以推进“创新政协”建设为抓

手，聚焦协商主业、发扬协商精神、提高协商水

平，把协商民主的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凝

聚团结民主之“力”。坚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

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履职的中心环节，用党

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各界代表人士，

发挥统战功能，扩大团结联谊，努力把党的主张

贯彻到政协履职始终，转化为社会各界共识，为

地区发展凝聚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应邀参加、列席本次大会的有：不是区政

协委员的全体市管领导，曾担任过市管正职领

导职务的退休领导，区政协离退休市管领导，万

盛经开区开发投资集团班子成员。在区市政协

委员，区委工作机关、区政府工作部门及其他有

关单位、区人武部及驻区部队、在綦市属机构和

市属企业、在綦金融机构、有关企业、区人大常

委会办公室及办事机构、区纪委监委驻区人大

机关纪检监察组相关负责人，不是区政协委员

的街镇宣传委员、统战委员，万盛经开区部分单

位相关负责人，区政协委办副主任及保留待遇

干部，綦江区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代表。

区政协二届四次会议闭幕

本报讯（记者 成蓉 邓大伟）1 月 7

日，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

会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袁勤华、肖猛、王

前元、赵如均、李川、关衷效、马应华、李德

明、刘益文、吴大林、刘红兵出席会议。主席

团常务主席王前元主持会议。姜天波、袁光

灿到会听取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万盛

经开区管委会工作报告的意见。

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关于政府工作

报告、万盛经开区管委会工作报告审议情况

的汇报；听取了区人大财经委员会关于綦江

区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决

定将报告印发全体代表；听取了大会议案审

查委员会关于代表所提议案处理意见的报

告，决定将报告印发全体代表；听取了大会

秘书处关于各项候选人建议名单酝酿情况

和代表联名提名候选人情况的汇报，决定将

主席团提名和代表联名提名的候选人名单

一并提交各代表团酝酿；听取了大会秘书处

关于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

会主任委员名单草案酝酿情况的汇报，决定

提请大会通过；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关于各代

表团审议总监票员、监票员名单草案情况的

汇报，决定提请大会表决；决定了总计票员、

计票员名单；通过了各项报告的决议草案，

决定提交各代表团审议。

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
举行第三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成蓉 邓大伟）1 月 7

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前元来到文龙代

表团，和人大代表一起审议区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和法检两院工作报告。

审议中，代表们畅所欲言，气氛热烈。

王前元认真聆听代表们的意见建议，还不

时参与讨论。王前元说，从代表们的发言

中听到了很多好的意见建议，对人大及“两

院”工作既是鞭策又有很大的帮助。

王前元说，过去一年，区人大常委会紧

紧围绕中央、市委和区委重大决策部署，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依法履职、担当作为，在

“扶贫路上·我为乡亲卖土货”代表主题活

动、重大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等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王前元指出，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体

人大代表的共同努力，在今后的工作中，各

级人大代表要牢记责任使命，认真履职尽

责，始终与区委保持同一种声音、同一个步

调，自觉维护好全区团结稳定，积极助推街

镇行政区划调整工作顺利进行；要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和作用，真正做到集民智、言民

意、解民忧、护民安、促民生，不断推进社会

治理、城市品质提升等工作取得新成效，切

实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

量。

王前元对法、检两院在2019年取得的

工作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于新一年工

作，他指出，法院要全力提升为民司法、公

正司法的能力水平，全面增强人民群众对

公平正义的获得感；要继续巩固提升“基本

解决执行难”成果，努力向“切实解决执行

难”目标迈进。检察院要切实履行好政治

责任和法治责任，继续把公益诉讼作为践

行“两个维护”、增强“四个意识”的具体行

动抓紧抓好；要大力提升干警业务能力及

综合素质，不断推动检察队伍建设和检察

业务工作向前发展。

王前元参加文龙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牢记使命履职尽责
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魏源森）1月7日，区人

大代表、区政协主席母明江来到郭扶、安稳

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区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和法检两院工作报告。

审议中，代表们畅所欲言，为2019年区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法检两院工作报告

点赞，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积极为2020年

工作建言献策。

在听取了基层代表发言后，母明江表

示，201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区委的坚强

领导下，綦江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这与人大代表们认真履职是分不开

的。人大代表来自基层，离基层群众最近，

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主动承担起宣讲

会议精神和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的任务，

不断加深基层群众与区委区政府之间的血

肉联系，积极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母明江指出，作为人大代表既是光荣

也是责任，大家要充分发挥代表引领作用，

带领当地群众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的决策

部署，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立足本职工作，

认真思考研究，谋划好2020年工作，要把贯

彻落实好会议精神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多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让基层群众满意。

母明江参加郭扶安稳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充分发挥两个作用
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1月7日，出席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

的各代表团围绕区政府工作报告、区人

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区法检两院工作报

告开展审议，积极为綦江发展建睿智之

言，献务实之策。

区领导朱川、钟远平、刘扬等参加分

团审议。

审议中，代表们一致认为，区政府工

作报告等几个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扣党的十

九大精神，总结2019年工作实事求是，尤

其是用事实和数据说话，既总结好了去

年的工作成就，又说透了今年的工作任

务，绘就了发展蓝图，传递了发展信心。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规划圆满收官之年，是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年。当天，代表们围绕文化教

育、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普法宣传等方面

内容积极发言，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

建议。

“綦江交通优势和旅游资源具有独

特性。”李艳代表建议，聚焦一批有特色的

旅游项目，着力打造文创文旅文教融合

发展的文旅教新产业，既注重“文化向下

发力”，学会高明地接地气，输出有载体；

又能巧用文化借力，创新文化价值，将人

文性与商业性有机结合，真正让文化成

为旅游的灵魂，最终实现“旅游向上跳

跃”。

徐良代表说，綦江历史文化底蕴深

厚，“双晒”让更多的市民认识了大美綦

江，建议持续推介宣传綦江人文旅游，深

度挖掘綦江历史故事、红色文化，在保护

历史的同时讲好綦江故事，进一步扩大

綦江的影响力。

韩春丽代表建议，进一步优化教育

布局，统筹教师资源、合理配置教师，对农

村中、小学重点调整和撤销一批生源不

足、办学条件差、教育质量低的薄弱学校，

从而控制农村中、小学教师超编的现象。

綦娟代表说，2020年我区把建设通

惠中心幼儿园列入12项民心工程之一，

希望区政府切实加快幼儿园建设，真正

把民心工程办好办实，切实缓解城区幼

儿“入学难”问题。

“綦江城区老旧小区不少，单体楼栋

的消防设备设施年久失修，消火栓无法

正常使用，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

王敏代表建议，加快城区老旧住房消防

设施改造，单体楼栋由政府统筹，以政府

补贴、群众出资、大修基金的形式加以整

治，让市民有一个安全放心的居住环境。

赵久其代表建议，从城区到街镇、到

农村，要完善垃圾分类的各项规章制度，

逐步提升群众垃圾分类意识和环保意

识。各街镇应建设垃圾分类处理站，科

学摆放垃圾箱，逐步加大管理力度，让垃

圾分类成为习惯。

田纲代表建议，加强道路运输造成

的扬尘污染治理，严查超载超限违法行

为，及时淘汰自卸板闭合不严的老旧车，

对破损的道路及时进行养护，增加道路

清扫频次，减少二次扬尘污染。

张梅代表建议，延长 210 公交车路

线，把终点站延长至新兴社区，方便家住

沙溪路市民前往中医院就医，也为以后

綦江中学搬迁做好准备。

“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祖国的

未来，他们需要正确的引导和教育，才能

建立好正确的法治观念。”王鹤霖代表建

议，法检两院继续坚持、深入开展青少年

普法宣传教育，增强青少年的法制观念，

使他们学法、守法、用法，远离犯罪，并会

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刘天书代表建议，丰富法律宣传形

式，通过编排节目、院坝会、临时法庭等让

老百姓易懂、易理解、易接受的方式，宣传

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让普法

宣传真正深入到基层。

刘勇代表建议，每个村的法律顾问

固定时间到村上坐班，或与村干部一起

下村，走村入户宣传法律政策，为群众解

答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及时为群众排

忧解难，减少基层各类矛盾纠纷。

周明洋代表建议，通过司法部门群

发打击非法金融的提醒短信、媒体发布

典型案例等，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防

范意识，远离经济犯罪陷阱，避免遭受财

产损失。

王开莉代表建议，建立和完善心理

健康服务人员的考核管理机制，组建心

理危机干预团队，负责全区心理危机干

预的指导协调及业务培训，并承担对有

自杀、自伤等心理危机人员的心理救护、

心理咨询与治疗。

本报记者

议报告 谋发展 话民生
——人大代表分团审议积极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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