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2日，綦江艳阳高照，数九寒天出现春天般景色，市民

们纷纷走出家门，在公园里享受冬日暖阳。图为营盘山公园，

市民在公园里散步，孩子们在阳光下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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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区第七届房交会火热开幕
1 月1 日至3 月31 日，个人下单购房

可享契税奖励优惠

去年，綦江区产出的辣椒每公斤

售价涨到了3.8元左右，比前年增加

了 1 元多。朱光伟带领企业全部兑

现了去年年初签订的收购合同，累计

收购萝卜3000吨、辣椒8000吨。

“一亩地产出辣椒1800斤至2000

斤，农户每亩地比前年增收了一千多

元。”过去一年，来自企业界的朱光伟

以推动农业产业化的方式助力当地群

众脱贫攻坚，取得了积极成效。

“辣椒在播种及种植过程中，对

技术要求较高。如果没有农技专家

全程支持，收成可能不太理想。”去

年，朱光伟提交了相关建议，推动綦

江以专业合作社或村为单位，集体种

植辣椒。在种植过程中，区农委派出

农技专家给予指导，朱光伟所在的企

业与专业合作社签订收购协议，确定

最低保护价，确保老百姓种植积极性

不受打击。

“下一步，我们还要建辣椒基地、

萝卜基地。利用企业的专业力量，为

农户总结种植经验。”朱光伟表示，按

照企业计划，预计 3 年后，他所在的

企业辣椒收购量将达到 10 万吨，萝

卜收购量也将上7万吨，“届时，我们

綦江农户种植的辣椒和萝卜不愁销

路。”

去年，朱光伟还对口帮扶了綦江

永城镇灜山村贫困户王祥明一家。

结对后，朱光伟帮助王家修缮了房

屋，坚持每月上门探访，并主动承担

起王家在读职高的儿子的学费和生

活费。

“人大代表是人民选出来的，就

是要为人民做事。”朱光伟说，他将继

续通过企业与农户开展产品销售合

作的方式，助力脱贫攻坚，帮助更多

群众致富增收。

据1月11日《重庆日报》

1月12日，在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

上，市政协委员，綦江区政协主席、党组

书记母明江提交提案，建议规划建设红

军长征纪念馆，发扬新时代长征精神。

“綦江是中央红军长征过重庆的唯

一地方，给重庆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

财富，一直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母明江认为，重庆的长征文化也

有其丰富的内涵，应该大力弘扬和传

承。

去年10月，母明江前往綦江区石壕

镇走访调研，他沿着红军的足迹，重走

了石壕红军烈士墓和纪念碑、红一军团

司令部旧址、红军桥、红军路、红军洞等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革命遗址遗迹。

母明江说，虽然中央红军途径綦江

仅有7天，但意义十分重大，为四渡赤水

创造了重要战机，为中央红军实现伟大

转折提供了重大保障和支持，确保了中

央红军经赤水北上战略计划的圆满完

成，也为重庆人民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

的精神文化财富。

母明江建议，由市委宣传部、市文

旅委牵头，綦江区委、区政府配合，全面

启动挖掘长征精神内涵，打造重庆长征

精神旅游文化品牌，大力推动在綦江建

设重庆红军长征纪念馆和红色广场，积

极支持红魂小镇等重点项目的建设和

打造。

同时，开发綦江南部红军过境遗址

群，联合贵州打造贵州遵义、赤水与重

庆綦江长征文化“红三角”精品旅游线

路，把“中央红军长征过重庆”这张名片

做响做靓。此外，还要建设安稳至遵义

快捷高速公路，助力国家长征主题公园

建设，提高綦江长征文化关注度，构建

遵义会议纪念馆、四渡赤水纪念馆和重

庆市红军长征纪念馆“红三角”精品红

色旅游圈格局。

据1月13日《重庆日报》

市政协委员，綦江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母明江

建议规划建设重庆红军长征纪念馆
市人大代表、重庆市德宜信实业集团董事长朱光伟

以农业产业化助力当地群众脱贫攻坚

綦江声音重庆两会

重庆日报讯（记者 颜若雯）1月12

日，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

体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市高级人民

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本次会议应到代表853人，实到代

表825人，符合法定人数。

本次全体会议的执行主席由大会主

席团成员刘学普、万相兰、马培生、王前

元、艾亚军、付子堂、朱维、杨竹、陈彬、陈

志猛、赵远坤、袁天长、徐迪雄、梁正华、

谭观银担任。刘学普主持会议。

陈敏尔、唐良智、张轩、王炯、吴存

荣、张鸣、刘强、王赋、李静、胡文容、莫恭

明、韩志凯、段成刚和主席团成员在主席

台就座。

受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的委托，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张轩作市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

张轩说，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也是重庆发展进程中极不

平凡的一年。一年来，在市委坚强领导

下，市人大常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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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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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人大

及其常委会工作的重要指示，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

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

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围绕市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

的决策部署，依法履行职责，较好完成了

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

张轩说，2019年，市人大常委会始终

把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面

和全过程，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助力我市脱贫

攻坚、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广阳岛片区

规划管理等重点工作，严格落实河长制，

有序推进梁滩河综合整治，对口帮扶的

丰都县三建乡脱贫成效明显。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

熙来、王立军流毒，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

度，深入落实市委第五次人大工作会议

精神，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一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共制定

法规4件、修订6件、作出法规性决定6

件，审查批准单行条例3件，推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立法，委托第三

方开展地方性法规结构研究，开展1项

工作评议、6项执法检查，听取审议23项

工作报告，受理群众信访6198件次，备

案审查规范性文件373件，围绕大局依

法作出决议决定，依法行使任免权，深化

落实“两联一述”制度，市五届人大二次

会议以来代表提出的17件议案、1242件

建议已全部办理完毕。

张轩说，市人大常委会一年来取得

的成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正确指引的结果，是全国人大

常委会指导支持的结果，是市委坚强领

导的结果，是全市近6万名各级人大代

表、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各专门委员

会和常委会各工作部门奋进作为的结

果，是“一府一委两院”协同配合的结果，

是全市人民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

果。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市人大常委会将

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更加自觉地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加自觉地

围绕市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

策部署创造性开展工作。

（下转2版）

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陈敏尔唐良智王炯等在主席台就座 张轩作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听取市高法院、市检察院工作报告

2020年1月1日00时至2020年1月12日24时，綦江区

第七届房交会共交易房屋982套，总交易面积89604.47平方

米，总交易金额41201.39万元。其中：新建商品房住宅销售

套数521套，销售面积54772.1平方米，销售金额26132.53万

元；非住宅销售套数270套，销售面积18750.27平方米，销售

金额10769.57万元；二手房交易191套，交易面积16082.1平

方米，交易金额4299.29万元。

聚焦第七届房交会

本报讯（记者 陈正策 刘彤 邓大

伟）1月13日，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綦江代

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审查计划报告、预算报告。

市人大代表、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段成刚到綦江代表团参

加审议。市人大代表、区委书记袁勤华，市

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民族

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勇，市人大

代表、区委副书记、区长姜天波，市人大代

表、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前元等参加。

代表们围绕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及

计划报告、预算报告认真审议审查，结合工

作实际积极建言献策。

段成刚在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时说，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鲜明、内容丰富、重点突

出，是一个政治性、针对性、指导性强，彰显

法治精神的好报告，完全赞成这个报告。

段成刚对近年来綦江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下一步，

要抢抓机遇，紧紧围绕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

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这条主线，抓住

新一轮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市委市政府重

大决策部署带来的机遇，找准发展定位、明

确发展方向，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发挥

优势，充分发挥现有产业、地域等比较优势，

结合本地区认真思考谋划，努力在全市发展

布局中，成为新的产业布局点、开放布局点、

创新布局点和生态布局点。要营造环境，进

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真正让近者悦、远者来。要展现作为，不

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敢于斗争、敢于

担当，努力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

实现新突破。

袁勤华在审查计划报告、预算报告时

说，报告政治站位高，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充分体现了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

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这条主线。尤其

是在高质量发展上，近三年来，重庆在推动

新旧动能转换方面按下了“快进键”、跑出了

“加速度”，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袁勤华建

议，希望市级相关部门一如既往加大对綦江

的支持力度，在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等方面给予更多关注和支

持。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支持綦江“一铁、一轨、一道”建设，

即渝贵高铁、轨道交通、主城区到綦万的快速通道建设；在重大

项目方面，支持綦江“一廊、一谷、一库”建设，即綦万创新经济走

廊、信息安全谷、藻渡水库建设，助推綦江经济社会发展。

姜天波在审查计划报告、预算报告时建议，希望市级相关部

门大力支持綦江国家级高新区创建工作，目前綦江刚完成市级

高新区预评审，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能力都得到了较大提

升，今年要接续创建国家级高新区。建议把信息安全谷建设纳

入市政府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把

信息安全产业作为重庆在大数据智能化引领方面的核心抓手。

希望支持渝贵高铁、藻渡水库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促进綦

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王前元在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说，工作报告全面

总结了2019年市人大常委会工作和成绩，客观查找了存在的短

板和不足，务实提出今年工作安排，是一个针对性、实效性、操作

性、指导性都很强的报告。王前元建议，希望市人大常委会高度

关注“十三五”规划收官、脱贫攻坚以及“十四五”规划编制等工

作，采取适当方式，加强监督、推动工作。同时他还对提升市人

大代表履职能力、加强对区县人大工作指导、规范全市人大系统

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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