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

秦 敏 薛 竹（女） 王余果 余季平
朱晞颜 盛娅农（女） 王济光 刘文贤
李如元 万相兰（女） 周 旭

副秘书长名单
（2018年1月24日政协重庆市第五届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宋爱荣（女）

秘书长名单
（2018年1月24日政协重庆市第五届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王 炯

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名单
（2018年1月24日政协重庆市第五届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一、听取和审议政协重庆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

二、听取和审议政协重庆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三、列席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
一次全体会议；

四、协商讨论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
财政报告，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重庆市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

五、选举政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
书长、常务委员；

六、审议通过政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政协重庆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
决议；

七、审议通过政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

会议议程
（2018年1月24日政协重庆市第五届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共62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 洪 王 昱 王 炯 王任林 王建秀（女）
王济光 王新强 王增恂 尹华川 石晓辉
史全波 乔 宏 向远春 刘 彤（女）
刘文贤 刘光才 刘宝亚 刘保国 刘德绍
许 沛（女） 李钺锋 李联军 杨 丹
杨 光 杨开奎 杨清明 吴 亚 吴 刚
吴 静（女） 吴康明 余季平 宋爱荣（女）
张 玲（女） 张 健（女） 张亚兴
陈 渝 陈若愚 陈贵云 周 平 周克勤
郑 平 姚 树 秦 敏 夏永鹏 徐代银
高 琳（女） 唐步新（土家族） 黄 云
黄 硕 黄祖仕 龚小雪（女） 蒋 平
蒋又一 蒋业华 程 洪 释常慧（女）
廖传锦 廖庆轩 谭 净 谭家玲（女）
黎德龙 鞠 飞

主席团名单
（2018年1月24日政协重庆市第五届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王 炯 宋爱荣（女） 陈贵云 吴 刚
谭家玲（女） 张 玲（女） 周克勤
徐代银 王新强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18年1月24日政协重庆市第五届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去年5月，四届市政协常委骆亚非得到一个令人振奋
的消息，她在市政协四届五次会议上提交的《重庆食用无碘
盐购买应进入大型食品超市》的提案得到答复。市商委承
诺，无碘盐销售将更多地进入城区及边远地区信誉良好的
商超，并配醒目标志，以满足特定人群的购买需求。

从呼吁异地医保即时结算，到建言调增医保“诊疗目
录”；从为孤独症患者家庭鼓与呼，到关注市民对无碘食用
盐的需求，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骆亚非每一次建言，都离
不开“为民”二字。

“当政协委员不仅是荣誉和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政
协委员要有一份情怀，心中要时刻装着人民。”骆亚非如是
说道。而她的这份情怀，正是四届市政协履职为民的真实
写照。

五年来，四届市政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履职尽责，
关注群众期待，谋利民之策，献安民之计，促惠民之举，促进
民生改善共享发展成果，在履职实践中彰显为民担当，以务
实行动增进民生福祉。

不忘初心 委员传递正能量

作为四届市政协服务民生的重要抓手，2013年 7月
31日，市政协“委员传递正能量”履职实践活动正式启动。

号角一吹响，市政协各专委会、参加单位及区县政协迅
速行动起来，政协委员积极响应。我们看到——

10个专委会主动作为，积极开展“双月座谈会”“委员大
家谈”“委员走基层月”等品牌活动，既注重发挥委员的专业
特长，又注重体现界别的集体智力优势。

32个界别各展所长，有的借力本党派中央的资源力量，
与区县结成帮扶对子，持续精准发力成效明显；有的探索出
脱贫帮扶新方法；有的依托自身专业优势开展教育关怀、医
疗惠民、法律援助。

38个区县政协围绕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履职尽责，有的
瞄准本地发展短板调查研究、专题协商；有的会同市政协专
委会邀请专家、委员，为地方生态旅游发展把脉支招；有的
组织委员赴贫困村社和贫困户家中，因地制宜制定产业发
展规划；有的组建“专业服务队”“社区民情联络站”等，为困
难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四届市政协开展的“委员传递正
能量”履职实践活动坚持同政协年度重点工作相结合，在每
一个时间节点，都印刻下了政协委员深深的足迹，更成为群
众交口称赞的政协履职“名片”。

务实行动 参与脱贫攻坚

“精准扶贫要同区域发展相结合”“要在建立产业扶贫、
智力扶贫长效机制上下更大功夫”……2017年12月27日，
市政协四届七十三次主席会议听取全市脱贫攻坚工作情况
通报，与会者殷切建言。

四届市政协高度关注并主动参与脱贫攻坚工作，不但
常委会议、主席会议连年听取相关工作通报，还积极组织委
员开展调研议政、提案建言和深入帮扶，聚力传递助推脱贫
攻坚的正能量。

五年来，四届市政协还组织委员调研渝东南武陵山区
脱贫攻坚情况，向全国政协报送专题调研报告；

组织委员围绕现代烟叶基地建设与扶贫帮困、民族自
治县乡村旅游、渝东北旅游扶贫开发、农村电子商务助农增
收脱贫等开展调研议政；

发动委员利用自身优势，为贫困地区捐款捐物、送医送
药、扶智扶贫；

提交支持返乡农民工和大学生创业就业的系列提案，
推动市政府出台多项保就业促创业的惠民政策；

市政协扶贫集团组织成员单位发挥各自优势助力云阳

脱贫攻坚，落实扶贫资金6968万元，落实帮扶项目256项，
帮助15个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持续深入做好深度贫困乡
镇脱贫攻坚工作……

群策群力，共解民忧。脱贫攻坚路上，委员们以务实行
动，温暖巴渝大地。

建言献策 增进福祉暖民心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政协委员来自人民，理应为增进
民生福祉、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履职建言，献计出力。

2017年10月31日，市政协四届七十次主席会议上，结
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人民办好‘公平而有质量
的教育’”成为与会者热议的话题。这已是市政协数度围绕
教育事业发展议政建言。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小学法治教育、职业教育改革、
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管理……历年来，有关教育的“热
词”频频出现在市政协的调研、协商、视察、提案“清单”中，
特别是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成为市政协多年持续关注的焦
点。市政协通过开展常委视察、对口协商和重点提案督办，
为改变主城区学前教育商业化倾向等问题提出的针对性意
见，有效促进了相关工作。

近年来，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市政协不仅注重集智，
更倾情聚力：联合市慈善总会为大病救助基金捐款1000万
元；促成“彭年光明行动”，惠及2000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助
力解决渝东南地区近10万人饮水难题……

从教育到医疗，从社会保障到社会治理，民心所系之
处、民意牵挂所在，总能看到政协人忙碌的身影。“既尽力而
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
干”，在四届市政协的履职历程中，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可持续，便
是委员们最美好的心愿。

在履职为民中彰显政协情怀
——四届市政协重点工作综述之三

本报记者 戴娟

四 届 市 政 协 工 作 回 眸

市 四 届 人 大 工 作 巡 礼

“现在，垃圾清运车开到家门口，村里垃圾随意堆弃的
现象不存在了。”近日，说起村里的变化，渝北区古路镇居民
刘树德很高兴。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村民每天只需把垃
圾放在家门口，就会有环卫工人将垃圾“打包”送至附近的
垃圾放置点，再由垃圾清运车集中回收，“就和城里一样”。

古路镇的变化和一位市人大代表的建议有关。2014年，
市四届人大代表王琼英在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
将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运处置的建议》，市四届人大常委会高
度重视，将其确定为重点建议，重点督办。

五年来，市四届人大常委会把尊重代表主体地位、提高
代表素质能力、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作为开展人大工作
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不断提升代表服务保障工作水平，
加强代表思想政治作风建设，在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方面
迈出了新步伐。

“两联一述”促代表与群众联系更紧密

市四届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负责人介绍，市四届人大
常委会通过建立健全“两联一述”制度（市人大常委会组成
人员联系市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联系原选举单位并定期
述职），不断密切人大常委会同代表、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
系。

五年来，市四届人大常委会共开展26次主任接待日活动，
走访接待基层人大代表363名，收集整理代表意见763件；先
后有63名常委会组成人员直接联系143名基层市人大代表，
共有1.5万人次市人大代表参加联系群众活动，市人大代表向
原选举单位累计述职858人次。

此外，市四届人大常委会还开展了“密切联系群众、推
动富民兴渝”代表主题活动，拓展代表参与人大工作的广度
深度，实现全部基层市人大代表届内至少列席一次市人大

常委会会议，代表参与立法监督调研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在努力提升代表履职能力方面，市四届人大常委会先后举
办13期代表学习班，实现市四届人大代表培训全覆盖，并
推进代表履职网络平台建设和运用，为代表更好履职提供
服务保障。

209件议案、5642件建议促大批民生
问题得到解决

在代表建议办理方面，市四届人大常委会坚持高位推
动、以点带面，每年遴选、推荐一批具有典型性、影响较大的
建议，由市领导牵头督办。

五年来，市四届人大常委会共重点督办代表建议102
件，推动了一批发展事项和民生实事的落实。市四届人大常
委会还先后采取检查跨年度建议办理情况、重点抽查办理量
较大的单位、召集办理中存在问题的单位“开小灶”等方式，
使专项检查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

为推动建议办理工作由“重答复”向“重落实”转变，市
四届人大常委会探索实行建议办理两次评价制度（代表第
一次评价建议答复情况，第二次评价建议答复函中承诺事
项落实情况），并对综合性强、办理难度较大的建议，由市领
导和市人大各专委会牵头督办，此举有效解决了悦来污水
处理项目建设、内环货车限行、高速公路ETC通道建设、分
级诊疗等方面的问题。

目前，市四届人大代表共提出的209件议案、5642件建
议已全部办理完毕，这些议案建议促使群众关心的一大批
问题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市四届人大常委会还积极组织代表通过全
团建议等方式，推动事关我市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得到解
决。五年来，在渝全国人大代表围绕建设成渝国家级城市

群、内陆开放高地等提出全团建议，并先后提出议案48件、
建议893件，推动了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最高
法院第五巡回法庭落址重庆等重大事项的落实。

培训市、区县、乡镇人大代表4650余人次

人大工作的主体是代表、开展靠代表、水平看代表、潜
力在代表。

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积极开展代表培训工作，在届初举办
了3期新任代表初任培训班，对600余名新任市人大代表进行
了轮训；在届中通过专题辅导讲座、赴市外学习培训、远程视
频培训等方式，先后举办了代表专题培训班10期，共培训市、
区县、乡镇人大代表4650余人次。

在对区县乡镇人大干部的培训方面，区县乡镇人大换
届前，市四届人大常委会先后举办了6期培训班，培训区县
乡镇人大干部947名。换届后，及时改进培训方式，与市委
组织部、市委党校联合印发《关于新一届区县乡镇（街道）人
大领导干部培训计划》，将基层人大领导干部全部纳入市委
党校主体班、专题班。

通过培训，代表的政治意识、法治意识、责任意识不断
提高，依法履职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五年来，市四届人
大常委会共邀请800余人次代表参加财经方面的立法、监
督、专题调研等工作。从2015年开始，与市财政局一道，召
开片区座谈会，向38个区县部分市人大代表介绍财政工作
及财政年度预算编制情况，认真听取吸纳代表的意见和建
议。

去年，市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了《重庆市人大
常委会关于建立预算审查前听取市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意
见建议机制的意见》《重庆市人大代表预算审查监督联络员
工作办法》，代表在预算审查中的主体作用得到更好保障。

209件议案5642件建议促发展惠民生
——市四届人大重点工作综述之三

本报记者 颜若雯

1月25日，渝贵铁路开通运营第一天。来
自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的消息称，伴随着渝贵
铁路的开通运营，江津综保区的区位交通优势
得以进一步凸显，为综保区加快发挥开放平台
效益和辐射带动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

对综保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渝贵铁路自重庆西站引出，终点到贵阳北

站，全长约347公里，初期最高运营时速200公
里，是打通我国成渝地区乃至西南地区至华南
及华东地区的一条快速铁路通道。其中，珞璜
南站是自重庆西站引出后的第二个车站。

据了解，从珞璜南站到江津综保区卡口只
有3公里距离。而江津综保区现已完成一期
1.33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和监管设施建设，于
2017年12月通过市级预验收，并已向海关总署
申请正式验收。

江津综保办负责人认为，渝贵铁路的开通
运营，对综保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珞璜南
站出发，2个小时到贵阳，4小时到昆明，5个小
时到长沙，7小时到广州，到重庆西站、重庆北站
的时间分别只要17分钟和25分钟，极大方便了
综保区至全国各地的商务出行。

该负责人表示，他们已与铁路方面开展接
洽，拟合作开通江津综保区至重庆西站、重庆北
站的早晚班线车，方便综保区和珞璜工业园的
企业员工上下班出行，提升人才吸引力。

值得一提的是，珞璜南站还是重庆铁路东
环线的起始站。东环线现已开工，预计2020年
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开行城际客运列
车、城际货运列车，快速连接江津综保区与江北

机场、重庆北站以及沿线8个工业园区，大幅提
升综保区辐射带动能力。

专为综保区开设绕城高速珞璜西互通立交
紧邻重庆绕城高速的江津综保区，原本有

珞璜、支坪两个互通与绕城高速相连。目前，绕
城高速与中兴大道交叉处正在新建一个新的互
通立交工程——珞璜西互通立交。

“这是专为综保区建设的互通立交！”江津综
保办负责人表示，该工程共设置主线桥1座、匝道
桥1座，路基段标准宽度为10.5米，在中兴大道与
马垭路交叉口北侧设置一座“五进八出”收费站。

珞璜西互通立交建成后，综保区将与绕城高
速实现零距离，一出收费站就是综保区网外配套
区，到综保区卡口的距离也不到1公里。而过去
离卡口最近的珞璜收费站约有4公里路程。

珞璜西互通立交工程于2017年3月动工，
现已完成主线桥和匝道桥主体工程，预计2018
年7月竣工通车。

“水公铁”综合交通枢纽即将成型

江津综保区的一个突出优势就是可以实现
“水公铁”多式联运。国务院于2017年1月17

日正式批复设立江津综保区后，江津同步全力
推进珞璜铁路综合物流枢纽、珞璜长江枢纽港
建设。

珞璜铁路综合物流枢纽由原渝黔铁路小南
垭站改扩建而成，总投资45亿元，占地 3600
亩。该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形成一个年发货量
达1500万吨的物流枢纽，成为重庆市最大的特
大件及散货货场。目前，珞璜铁路综合物流枢
纽已基本完成站前工程、桥梁工程、铺轨工程和
房屋、仓库主体、单身宿舍等主体建设，货场部
分将于今年上半年建成投用，近期将形成年到
发货运量1000万吨，远期将形成年到发货运量
1500万吨。

码头设计年通过能力2000万吨的珞璜长江
枢纽港，其1号、2号直立式泊位码头即将投入使
用，形成600万吨的货物吞吐能力。建成后将与
珞璜铁路综合物流枢纽、重庆绕城高速形成“水公
铁”交通枢纽，实现长江黄金水道与中欧班列（重
庆）的无缝对接。

江津综保办负责人表示，随着综保区即将
封关运行和“水公铁”综合交通枢纽的即将成
型，综保区互联互通、便捷畅通的开放通道即将
构建完成。他们将用好用活综保区开放平台，
主动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
发展，积极对接中新示范项目和重庆自贸试验
区建设，积极推动江津综保区与其他开放平台
协同发展，力争早日发挥效益，为我市内陆开放
高地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渝贵铁路开通运营

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凸显区位交通优势

赵童 王琳琳 程雅琦 图片由江津区综保办提供

综保区卡口总体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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