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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10月
16日，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
际，市委办公厅举办“迎接党的十九
大、砥砺奋进党办人”主题演讲比
赛，进一步交流思想、展示成效，相
互借鉴、砥砺练兵，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市委常委、
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王显刚出席并
讲话。

比赛中，选手们结合自身学习
工作实际，畅谈体会收获，诠释思路
建议，以生动的语言、真实的情感、

鲜活的事例和饱满的精神，讲述了
自己和所在党支部在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办公厅
工作要做到“五个坚持”重要讲话、
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和做好重庆
当前工作指示精神，把各项服务工
作落实下去的感人事例和实践特
征，展现了作为市委办公厅干部，不
忘初心、砥砺奋进的政治自觉、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及做政治上的
明白人、当工作中的实干家的良好
精神风貌。

市委办公厅举办“迎接党的十九大、
砥砺奋进党办人”主题演讲比赛

王显刚出席

本报讯 （记者 陈波）10月
17日，我国第四个扶贫日到来之际，
重庆警备区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举行重庆警备区部队参与打赢渝
东南地区脱贫攻坚任务推进会。

当天上午，在酉阳县南腰界乡
举行的“重庆警备区援建南腰界革
命老区捐资仪式”大会上，重庆警备
区向南腰界乡捐款50万元。随后，
重庆警备区工作组一行先后检查了
当地红军街、红军井、杨家寨文化广
场等警备区部分扶贫援建项目。在
红军烈士墓前，工作组一行向红军
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并默哀，深情
瞻仰红军烈士纪念碑。工作组还来
到军烈属贫困户杨昌海家中看望慰

问，详细询问杨昌海病情和家中困
难，并就助推杨昌海家脱贫致富做
出具体安排。

下午召开的重庆警备区部队参
与打赢渝东南地区脱贫攻坚任务推
进会，就助推军烈属贫困家庭脱贫、
助力革命老区酉阳县南腰界乡脱贫
攻坚等内容，作出明确部署。

会议指出，警备区部队参与打
赢脱贫攻坚战，必须要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思想行动自觉；要集中优势
兵力，抓住脱贫攻坚重点；要把握工
作要求，增强精准扶贫质效；加强组
织领导，确保责任到底到位。

重庆警备区司令员韩志凯出席
相关活动。

重庆警备区助力渝东南脱贫攻坚
召开部队参与打赢渝东南地区脱贫攻坚

任务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 李幸）10月
17日，市政协民主评议市城管委
今年提案办理工作，对办理工作机
制、深化提案办理协商、协办工作、
办理复文、办理成效、办理结果公
开等6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民主
评议。

据市城管委介绍，今年共承办
市政协提案58件，其中，原市市政
委承办48件、原市园林局承办10
件，内容涉及垃圾分类、城市管理等
方面，提案办结率、回执回收率、回
复满意率均为100%。在提案办理
过程中，市城管委注重协调沟通，规
范办理机制，坚持提案办理与业务

工作、专项工作、推进城市管理水平
提升相结合，推动提案内容的转化
落实，并突出重点工作，切实抓好重
点提案办理工作。

评议组成员还前往渝中区嘉西
村、江北区华新正街、江北区唐家沱
污水处理厂，分别调研背街小巷整
治、公厕建设管理、污水处理厂运行
管理情况。

通过实地调研、查阅档案资料
以及座谈交流，评议组高度肯定市
城管委提案办理工作，并给出了
116.7分的成绩（总分120分）。

市政协副主席杨天怡参加民主
评议。

市政协民主评议市城管委提案办理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
日报记者10月16日从市财政局获
悉，我市近日明确了全市人大预算
联网监督系统建设的阶段性目标，
计划用3年时间，建成横向联通、纵
向贯通的预算网络监督系统。

所谓人大预算联网监督，就是
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依
托市和区县现有电子政务网，实现
各级人大与财政、税务、社保、审计
等部门、区县人大和市级人大的联
网，把财政数据同步到人大，把政府
财政所有收支放在人大“眼皮”下，

以便加强人大对政府全口径预算、
对“钱袋子”的监督。

据悉，全市人大预算联网监督
系统建设的阶段性目标是：今年，
市人大与市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系
统联通；2018年，市人大与市财政
非税收入等其它系统和国地税、社
保、国资、审计等部门系统联通，区
县人大与区县财政所有系统联通；
2019年，区县人大与本级政府收
入征管以及社保、国资、审计等部
门系统和市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
统联通。

重庆拟三年建成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统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
日报记者10月9日从市城管委获悉，
监测数据初步测算显示，1至8月全
市生活垃圾“碳减排”总量为47.84万
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42%。

据了解，近年来，重庆通过生活
垃圾填埋处理、焚烧发电等方式，积
极推动生活垃圾“碳减排”工作，全
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水
平大幅提升。

市城管委人士介绍，1至8月，

主城区生活垃圾填埋处理“碳减排”
量为8.21万吨，同比增加11.3%。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碳减排”量为
15.46万吨，减少6.89%；渝东南片
区的生活垃圾填埋处理“碳减排”量
为2.36万吨，减少13.42%；渝东北
片区的生活垃圾填埋处理和焚烧发
电“碳减排”总量为10.22万吨，减
少9.64%；渝西片区的生活垃圾填
埋处理“碳减排”量为11.59万吨，
增加10.25%。

前8月重庆生活垃圾“碳减排”47.84万吨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实习生 张潇予）
10月17日，重庆市农业综合开发田园综合体试
点项目建设推进会在忠县新立镇召开。忠县、南
川、潼南和梁平4个区县被纳入全市田园综合体
1+3（1个国家级+3个市级）试点项目区县。

田园综合体是集精品农业示范、乡村旅游、宜
居宜业康养、农民增收标杆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综
合形态。今年5月，重庆市成为全国首批开展田
园综合体试点建设的18个省区之一。随后，市农
综办和市财政局在全市21个参与申报竞争试点
的区县中，遴选出忠县、南川、潼南和梁平进行试
点建设。其中，忠县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凭借柑
橘特色产业支撑、核心引领等因素，成为首批国家
级试点项目之一。

据悉，忠县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将发挥柑橘
全产业链作用，建设生产、产业、经营、生态、服务、
运行等六大体系，建设“生态旅游+高科技柑橘
园”的特色旅游景点。

市农综办负责人表示，相关试点区县将深刻
理解田园综合体的内涵，积极布局试点，坚持农为
本底、农旅融合和全产业链开发，打造农业产业利
益共同体。

全市田园综合体
试点项目建设推进会举行

4个区县被纳入试点项目

10月 16日，万州区太安镇天峰村，气温下降到
10℃左右。晚上7点过，五保老人陈方碧家的门“吱”的
一声开了，谭彩云带着几个妇女走进屋内。

“陈婆婆，今天有点冷哦。”谭彩云蹲下身子，搓了搓
陈方碧的手。

“你们来了，我就暖和了。”老人紧皱的眉头一下子
舒展开来。

太安镇党委负责人称，全镇56名妇女组成的彩云
洗衣队既照顾五保老人，又关爱空巢老人，成了老人们
的“代理女儿”。

彩云洗衣队温暖老人心

当日下午，天色渐黑，屋外寒风瑟瑟。陈方碧佝偻
着腰，捏了捏床单和被子，薄薄的，冷得冰人，老人不禁
打了个寒颤。她想换床厚点的床单和被子，挪动了几
步，感觉有些吃力。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啊！”陈婆婆的手在谭彩云的温
暖下有了温度，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就知道你们要来，
但又怕你们不来。”

谭彩云从衣柜里找来棉衣换下陈婆婆身上的单衣；
谭秀娟为老人的床上垫上毯子，换上一床厚棉被；陈万
秀又将灶台上的锅碗瓢盆洗了一遍……

“别忙了！来摆哈龙门阵。”看着她们忙里忙外，陈
婆婆有些心疼。每次，她都缠着洗衣队的妇女们聊天，
说说村里的新鲜事，一聊就将近1小时。每次离开时，
老人总是依依不舍：“你们下次好久来啊？”

陈婆婆没有儿女，老伴也去世多年，但她不愿住进
敬老院。3年来，彩云洗衣队从帮老人清洗衣物开始，
渐渐成了老人最亲的人。老人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她们
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

其实，在太安这样的山区小镇，五保老人、空巢老人
不少，因为年老力衰，身边又无亲人照顾，生活上很是困
难。

2014年，谭彩云时任天峰村综合专干。从那年冬
天开始，她就在节日里、闲暇时去帮老人们做清洁、洗
衣物。慢慢地，村里的留守妇女都加入了洗衣队伍。
后来，村民以谭彩云的名字命名，称其为“彩云洗衣
队”。

空巢老人的“代理女儿”

在天峰村，哪里有空巢老人，哪里就能看到这群留
守妇女的身影。

清洗衣服、打扫房间、缝补裤袜、洗刷餐具，为老人
们梳洗头发、修剪指甲……队员们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
一样，不怕脏、不怕累地为老人服务。

“最难的是第一次为老人做清洁卫生。”队员梁先碧
称，因为之前很少清洗，有的老人的衣服还有口痰的印
迹，裤子偶尔还粘有粪便，有的被单还有虱子，锅碗里的
剩饭都发了霉。但为了不让老人们尴尬，洗衣队的队员
们都表现得一脸轻松，“第二次打理就轻松多了。”

2015年春节，洗衣队为老人们洗衣物200余件。
谭彩云回忆，有的队员双手长满冻疮，还坚持洗衣物，但
大家没有怨言，都说一定要让老人们过个干净年。谭彩
云说：“我们就是空巢老人的‘代理女儿’。”

2016年，在群团改革试点推进村改建妇联工作中，
谭彩云被选为天峰村妇联主席。依托留守妇女互助组、
妇女之家等平台，彩云洗衣队广泛吸纳留守妇女、农村
女经纪人、致富女能人，队伍越来越壮大。

目前，彩云洗衣队志愿者达56人，平均年龄45岁，
年均开展志愿服务168次，帮助空巢老人400余人。

5000志愿者在行动

在农村，空巢老人需要关爱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
题。为更好地服务这些老人，万州区妇联发扬彩云洗衣
队精神，成立“万州区巾帼志愿者分会”，组织更多妇女，
帮助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的生产生活难题。

据介绍，万州区依托市妇联“关爱老人巾帼爱心呼

唤器”示范项目，推进“巾帼爱心呼唤站”建设，面向30
多个镇乡街道发放呼唤器748个，为5个街道配备了

“巾帼爱心呼唤服务站”设施，引导巾帼志愿者与农村留
守老人结对帮扶，为老人日常生活提供贴心帮助。

与此同时，万州区妇联组织巾帼志愿者深入镇乡
村社开展群众性娱乐活动和广场文化活动，全区50
多支“婆婆妈妈”宣传队、歌咏队、腰鼓队、舞蹈队的
表演丰富了空巢老人的精神生活。每逢节假日或空
巢老人遇到急难病险情况时，巾帼志愿者都会前往看
望慰问。

在五桥街道，志愿者吴吉群把五间桥社区68岁空
巢盲人熊道金当亲人一样对待，几年如一日地帮助老人
打理柴米油盐等生活杂事；溪口乡大溪社区妇联主席曾
春走村入户关心社区空巢老人，发动村妇联执委照顾老
人生活起居，送去儿女般的温暖，让空巢老人们“心中不
空”；百安坝街道天台社区妇联主席文远琼以社区居民
为家人，以社区事务为家务，常年开展帮贫解困、邻里互
助、关爱“三留守”等志愿服务工作……

“她们都是空巢老人的‘代理女儿’。”万州区妇联负
责人称，全区已建成巾帼志愿者队伍100余支，5000余
志愿者正行动起来发扬彩云洗衣队精神，她们像“冬天
里的一把火”温暖了空巢老人的晚年生活，也让老人们
外出务工的儿女再无后顾之忧。

彩云洗衣队像冬天里的一把火
万州区5000巾帼志愿者温暖农村空巢老人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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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江北区新一届区委首轮
巡察结束之际，巡察组对区市政园林
局党委、区委教育工委、观音桥街道
党工委等3个被巡察党组织的200
余名党员干部，就党规党纪应知应会
知识，进行了一次突击测试。

“与上次测试相比，这一次有底
气多了。”江北区市政园林局干部李
建伟说。几个月前，区委巡察组入驻
时也搞过一次突击测试，考得不少人
脸红出汗。区委巡察办负责人表示，
突击测试，意在检验巡察成果，“四个
意识”有没有入脑、“四个自信”有没
有入心，先从笔头验一验。

江北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巡察是
中央和市委巡视向基层的延伸，对于
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具
有重大意义。要以学习贯彻《关于市
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的意见》为契

机，主动担当起推动巡察工作的主体
责任，发挥巡察政治“显微镜”和“探
照灯”作用，对全区基层党组织开展

“政治体检”，巡出震慑、察出“病根”、
开出“良方”，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
山。

江北区委巡察办以党章党规党
纪为尺子，认真梳理形成《政治巡察
内容参考要点》等工作资料，从7个
方面对政治巡察进行指导。

“我们党建工作是全国先进，绝
对经得起巡察。”巡察之初，观音桥街
道党工委负责人信心满满地说。

真的如此？巡察组通过查阅党
建资料、谈话、走访辖区19个社区，
很快为该街道党工委画出了“政治
像”：机关文化展示中，计生、综治、民
生各项工作亮点纷呈，但党建元素体
现不充分；部分社区党建品牌响亮，
但个别社区还存在党费都未能按期
交纳等问题，党建发展不平衡；机关
党组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计划上
墙公示，但落实情况无据可查……

“这次‘政治体检’，让我们看到
了自己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该街道
党工委负责人说，因为政治意识不
强，把打造党建品牌等同于机关党建
工作，于是出现了机关党建“灯下黑”
的问题。

一轮巡察下来，巡察组在3家单
位共查找问题53个，收集问题线索
13个，巡察扫描出基层党组织党的
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
治党责任落实不到位、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时有发生等共性问
题。

对此，区委巡察办开出“药方”，
对症下药，建议从深入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深入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整治“四
风”专项行动、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
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三方面工作入
手，加强对共性、倾向性问题的综合
分析和专项治理，完善制度、加强管
理，促进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
硬。

江北区开展巡察工作

发挥巡察政治“显微镜”作用
本报记者 何清平

随着“当当”的钟声敲响，我市又增添了一
家上市企业——天圣制药。从2008年起，农行
垫江支行作为首家介入对企业进行信贷支持的
银行，当年投放中期流动资金贷款2100万元。
近年来，银企在信贷、结算、财务顾问等领域深
入合作，累计投放贷款1.7亿元，关系不断密切，
企业发展逐步壮大。2017年5月，该公司成功
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目前总市值近70亿元，
是垫江县第一家上市企业。

像天圣制药一样，从小企业起步，在农行的
支持下逐渐发展、强壮，成为行业内“生力军”的
企业还有很多。随着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到来，
小微企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在增
加居民收入、满足市场需求、促进就业等方面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农行重庆市分行深刻认
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切实服务新常态，
把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普惠金融发展有机结
合，趟出了一条具有农行特色的普惠金融新路。

聚力创新 小微开创大未来

今年以来，农行重庆市分行努力开展业务

创新，专项配置小微企业信贷规模，加大小微企
业贷款投放力度，积极支持小微企业创新创业，
取得良好效果。

该行首先在顶层设计中加强对小微企业的
扶持，市分行于2016年12月与重庆市中小企业
局、重庆市财政局签订了《重庆市小微企业流动
资金贷款风险补偿业务框架协议》，通过与政府
加强合作引导社会资源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
扶持，切实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普惠金
融的战略部署，落实国有大型银行率先设立普惠
金融事业部的总体安排，完善市分行普惠金融服
务体系，增加有效金融供给，提高金融服务覆盖
率和可获得性，2017年9月，农行重庆市分行单
独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辖内分支行在公司业务
部/客户部建立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团队，负责小
微企业客户营销、信贷业务调查和产品推广。

针对小微企业因资金周转不畅而陷入困境
的难题，今年3月，市分行与重庆中小企业局签
署了《重庆市中小微企业转贷应急周转资金合作
协议》，对暂时无法还贷又符合条件续贷的优质
小微企业，推荐使用其转贷应急周转资金，有效

缓解这些小微企业在转贷过程中资金周转困难
的问题，减轻了企业的还贷压力和资金成本。由
于转贷应急周转资金使用时间只有7天，该行要
求新放贷款限时完成调查、审查、审批等信贷流
程，及时放贷。今年以来，农行重庆市分行共办
理转贷应急周转资金业务98笔，合计申请金额
89083万元，有力支持了中小微企业发展。

科技先行 打造金融新平台

“多亏了农业银行的e农管家，让我们的业
务从武隆走向大重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
的美味！”武隆县芙蓉江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笑
呵呵地说道。芙蓉江食品有限公司是当地知名
企业，2015年，企业经营出现拐点，农业银行为
帮助芙蓉江食品有限公司持续发展，提高销售，
拓展代理，帮助其规范企业管理以及商品物流，
向其提供农银e管家服务，通过对企业以及下
游商户开展业务培训、现场教导以及同业发展
情况的介绍，大力促进芙蓉江食品有限公司业
务经营发展。自开展农银e管家的合作以来，
累计发展下游商户89户，芙蓉江食品有限公司

2016年主营业务收入1536万元，2017年上半
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815万元，提高了客户经
营收入。

芙蓉江食品只是农行重庆市分行利用“科
技+金融”帮助的众多中小企业之一，该行还与
高新技术园区合作，重点推动总行“科创贷”产
品，以重庆创新示范区为契机，针对园区内7家
重点科研院所、12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7000多家各类高新技术孵化企业，以“科创贷”
为抓手，提供保姆式服务，不仅在金融业务咨询
服务方面为企业提供支持，还安排专人协助企
业到政府相关部门办理各项手续，帮助企业解
决租房等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项问题，目前已
经为2000多家企业开户。

此外，农行重庆市分行与重庆市国家税务
局、重庆出彩微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建立税银
互动战略合作关系，并签订《税银互动合作协
议》，通过税银互动平台为重庆市诚信企业提供
税银互动金融服务产品，为扶持小微企业发展，
充分发挥纳税信用社会效应，创新融资方式，缓
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促进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服务重庆地方经济发展。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小微企业将
面临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作为国有金融机
构，农行重庆市分行将坚守责任和担当，不断创
新，锐意进取，加大小微信贷倾斜力度，加大小微
产品创新维度，深入落实普惠金融政策，携手巴
渝小微企业共同开创更加灿烂的明天！

潘钰琳 张妮
图片由农行重庆市分行提供

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

普惠雨露润巴渝 聚力小微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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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信贷支持巫溪奶牛企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