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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干部卖菜记
本报记者 吴长飞

“赶水小学300斤，赶水镇政府280

斤，赶水中学340斤。”

“刘老师，您的菜马上就到了。”

……

近日一早，赶水镇官田村驻村工作

队队员傅浩就接到多位顾客电话，催着

他去送白菜。从去年11月开始，每到

周末，傅浩就从村里拉上一车大白菜，

挨家挨户送到镇上各订购点。

这名驻村工作队队员怎么跑到镇

上卖起了大白菜？这得从他的扶贫故

事说起。

抱着白菜去“相亲”

去年4月，初到官田村驻村扶贫的

傅浩通过走访、调研和邀请专家前来评

估，发现这个临近贵州的高山村很适合

种大白菜。在他的鼓励下，不少村民包

括贫困户将自家的地留出来种菜。

去年10月底，大白菜陆续成熟，傅

浩与驻村第一书记王亚石商量：批发的

话，量不够；自己拉到市场卖，一是没干

过这活儿，怕卖不出去。二是运费成本

太大，耽误时间。他们尝试预订模式，

先与镇机关单位食堂沟通，获得300斤

的订单。订单有条“备注”：请严把质量

关，最好收到白菜就能直接下锅。

村民开心之余，有点心疼：一棵4

斤重白菜多了这道工序——“外衣”和

有瑕疵的部分全部挑去，可就变成3斤

啦。对此，傅浩笑着说：“我们是抱着白

菜去‘相亲’，是不是应该把自己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相亲’成功了，以后的好

日子还长着呢。”大伙听了哈哈大笑。

偶遇车祸“转战”贵州

前不久一大早，傅浩就和村民们跑

到地里忙着收白菜，因为第一次拿到

920斤的订单，他们便多收了一些，准备

将剩下的白菜拿到集市上售卖。

“傅浩周末都不回家，为村里忙里

忙外，我也不好意思推脱。”承担拉货工

作的村民张结民说，外面租货车太贵，

很多人也不愿意跑这么远到村里来拉，

他便开着家里的皮卡车，和傅浩、贫困

户谢小红一起出发了。

谁知刚出发不久，就得知前方有货

车侧翻，阻挡了去镇里的路。“白菜已经

砍下来了，今天不卖出去就坏了，村民

的辛苦就要白费，和别人约定的事情也

要失信了。”傅浩当即决定，绕道贵州桐

梓去赶水镇。

路上谢小红建议，沿途有个桐梓坡

渡中学，那里的食堂应该也要菜，可以

去试试。

卖菜小分队辗转1个小时到了坡

渡中学，周日大门紧闭，好在负责人在

校内值班。得知是邻近村的扶贫白菜，

他表示买下100斤先试试，如果可以，下

次多订点。

让官田白菜走出大山

离开坡渡中学，他们又驱车1小时

赶到赶水镇上，按照订单一家一家送

货，一直忙到晚上8点多才摸黑回到村

上。

“官田村的大白菜又甜又脆，很好

吃。”“你们的白菜干干净净的，拿来直

接砍了就能下锅炒。”这段时间，傅浩经

常收到这样的称赞，“回头客”的订单也

纷纷“飞”来。他说，下一步，他将抓紧

时间把村里的50亩、约25吨白菜卖出

大山，为官田农产品打出好名声，让村

民的腰包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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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成蓉 邓大伟）1

月8日，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举

行第四次会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肖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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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组织部二处干部冯建华到会

指导。

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关于各项

候选人酝酿情况的汇报，依法确定了

正式候选人名单，决定提请大会进行

选举；决定了正式候选人和拟通过人

员与代表见面方式；决定了新当选和

通过人员宪法宣誓方案；听取了大会

秘书处关于各项报告决议草案审议情

况的汇报，决定提请大会表决。

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经过全体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的共同努力，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

和区政协二届四次会议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

胜利闭幕。我们对区“两会”的圆满成功表示

热烈祝贺。

今年的区“两会”，是在我区实现“十三五”

规划收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召

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连日来，与会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担

当，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取得了振奋

人心的丰硕成果。这次大会，是一次不忘初

心、民主团结的大会，是一次务实高效、风清气

正的大会，是一次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大

会。大会的胜利召开，对推动綦江高质量发

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忘初心，埋头苦干。2020年是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一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好各项工作任务艰

巨、意义重大。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任务，按照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坚持

新发展理念，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深入实

施“八项行动计划”，聚焦高质量发展，因地制

宜走好转型路、因势利导打造升级版，大力推

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打造主城区都市圈重要

支点，统筹推进“一点三区一地”建设，不断提

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确保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目标已定，贵在落实。我们要迅速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两会”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

凝聚到既定目标任务上来，不折不扣抓好贯彻

落实。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更加注重从全局

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努力在全市发挥

“三个作用”中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要找

准方位、积极作为，加快打造主城区都市圈重要

支点，扎实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综合服务区、渝

黔合作先行示范区、转型升级试验区建设，早日

建成知名休闲旅游目的地，努力实现更高质量、

更高水平的发展。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坚决

打好精准脱贫、污染防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三

大攻坚战，围绕夯实发展基础、转化开放成果、

稳定有效投资、建设美丽城市、推动乡村振兴、

强化消费拉动、深化改革创新、提升生态质量、创造品质生活等重点工

作，齐心协力、共同推进，不断夺取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更大的胜利。

唯有只争朝夕、接续奋斗，方能不负韶华、不辱使命。新的一年，

我们要继续用担当诠释忠诚、用落实体现责任、用方法演绎作为，坚信

“綦江人要干好綦江事，綦江人能干好綦江事”，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劲头、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当好新时代的答

卷人，确保以优异成绩向全区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新的号角已经吹响，新的征程已经开启。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把思

路变成举措，把愿景化为现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谱写綦江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重庆日报讯（记者 吴刚）1月3日，綦江区在市政府新闻办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称，通过大力优化营商环境，2019年，綦江共接待意向

性投资企业540家，签约项目109个。其中，计划投资103亿元的腾讯

云基地、投资110亿元的山东鼎欧北纬29度康旅示范小镇等一批重大

项目已经开工。

綦江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推出了哪些举措？该区区长姜天波介绍，

首先是权责事项“清单化”。据悉，綦江对4778项区级行政权力、责任

事项进行规范，同时完善了区级行政权力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建立“马

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审批服务事项清单，编制了1335个区

级政务服务、81个镇街公共服务事项的目录清单和实施清单，对外公

布了458项“最多跑一次”政务服务目录清单，全面落实“一次性告知”

要求。

其次是审批流程“简便化”。綦江全面推行“先照后证”改革，实现

“67证合一”，43个备案类涉企证照无需再办，企业开办时间缩短为1

个工作日，个体营业执照全部现场办结、马上拿照，实现“只跑一次

路”。同时，该区与多家银行合作，将登记窗口延伸至三家银行在区内

的各网点，进一步节约办理时间和办事成本。

此外，綦江还实行办事服务“集成化”。以“一窗受理、受办分离”

为例，对需跨多部门或一个部门跨多个窗口办理的事项，该区进行“一

窗受理、受办分离”管理，采取“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

口出件”的工作模式，实现多部门多事项无差别全科受理、综合窗口统

一拿件。

优化营商环境无止境。姜天波表示，到今年底前，綦江将实现高

频关联事项“一件事一次

办”100%全覆盖，真正实现

“最多跑一次”办完所有事。

据1月4日《重庆日报》

綦江去年签约109个投资项目

本报讯（记者 邓大伟 刘彤 石

汉谋）1月8日，重庆市綦江区第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

议程，在区影视会议中心闭幕。

闭幕式前，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

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本次会议的执

行主席由大会主席团成员马应华、王

前元、王儒祥、刘红兵、刘益文、关衷

效、李川、李德明、肖猛、吴大林、赵如

均、周光碧、胡生全、胡宏、胡德芬、贺

白露、贺春娅、徐良、翁光敏、黄昌平、

梁光福、梁德志、释朗观、谢刚共24人

担任。王前元主持会议。

姜天波、袁光灿、母明江、朱川、钟

远平、刘扬、雷德环、唐鹏程等和大会

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应到代表 359 人，实到代表

345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通过投票选举出了綦江区监

察委员会主任、綦江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和綦江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9名、綦江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

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綦江区第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

会主任委员。唐鹏程当选为綦江区监

察委员会主任，钟晓云当选为綦江区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文道永、刘成、李

中明、李娅静、赵渝斌、柏治财、郭继

勇、傅明月、曾光彬当选为綦江区第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綦江区人民

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表决通过

了关于綦江区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表决通

过了关于綦江区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和2020年财政预算的决议草案；

表决通过了关于綦江区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表决通过了关于

綦江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

案；表决通过了关于綦江区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随后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新当选

的綦江区监察委员会主任、綦江区第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綦江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

委员会主任委员、綦江区第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主

任委员与代表们见面，并面向国旗庄

严宣誓。

王前元在讲话中说，綦江区第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綦江

区委、万盛经开区党工委的高度重视，

以及大会临时党委和主席团的具体领

导下，经过全体与会代表和列席人员

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胜

利闭幕了。大会全面回顾了过去一年

綦江区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经验，

科学确定了新一年发展蓝图和奋斗目

标，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

鼓舞了干劲，圆满完成了各项会议议

程，是一次民主团结、集思广益、凝心

聚力、务实奋进的大会。大会期间，全

体区人大代表肩负全区122万人民的

期望和重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忠实履行宪法和法

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共商发展大计，共

谋发展良策，为完成大会各项任务作

出了积极贡献。

王前元说，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全

体区人大代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进

一步坚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信，更

加自觉地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紧紧围

绕全区中心工作，充分履行宪法和法

律赋予的职责，更好展示新时代人大

代表的良好精神风貌和责任担当意

识，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带头

贯彻落实本次人代会精神，团结带领

全区各族人民群众为推动全区经济社

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实现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闭幕。

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

1月8日，重庆市綦江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区影视会议中心闭幕。记者 陈星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