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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市 四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四 十 二 次 会 议 上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
11月 29日，九龙坡区与苏宁控股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
同打造重庆苏宁慧谷项目。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吴存荣出席签约仪
式。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苏宁控股
集团将投资200多亿元，与九龙坡
区共同推进重庆苏宁慧谷总部经济
项目落地，在重庆西站周边打造
550亩的重庆苏宁慧谷项目。据了
解，苏宁控股集团将利用重庆苏宁
慧谷项目基地，加大实体投资力度，
在我市布局商业广场、地产等项目，
推进九龙坡商业商务新发展。在商
贸流通方面，苏宁控股集团还将利
用自身在智慧零售方面的优势，推

进线上线下互动，加快现代化商贸
流通创新发展，包括运用互联网、物
联网技术，感知消费习惯，预测消费
趋势，引导生产制造，为消费者提供
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与
此同时，苏宁控股集团还将率先与
九龙坡区共同建设人工智能新城，
实现城市生活现代化、智能化。

据了解，九龙坡区拥有全国首
批国家综合改革试点开发区——重
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此外，重庆
西站综合交通枢纽、渝贵铁路也将
在年内竣工投用。苏宁控股集团布
局重庆苏宁慧谷项目，将借助九龙
坡区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交通优
势、人力资本等因素，与该区开展全
方位的深度战略合作。

九龙坡区与苏宁控股集团
签约打造重庆苏宁慧谷

本报讯 （记者 李幸）11月29
日，市委统战部召开全市无党派人
士、党外知识分子、留学人员和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座谈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陶长海出席座谈会并宣讲党的十九
大精神。他指出，要深入学习和准确
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市委五届
三次全会作出的决定，把党的十九大
精神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贯彻到
推进统战事业发展全过程。

陶长海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
联系统战工作实际进行了宣讲。他
强调，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深学
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坚定不移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坚定自觉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
心地位，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
治生态，坚决清除孙政才恶劣影响和

“薄、王”思想遗毒，坚定不移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陶长海要求，全市统一战线要对
标对表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把各方
面资源利用起来，把各方面关系调动
起来，切实发挥人才荟萃的智力优
势，充分彰显“人才库”“智囊团”的作
用，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实践，带动更多人才、资金、
项目参与重庆改革发展，共同促进重
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陶长海为全市无党派人士、党外
知识分子、留学人员和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1月
28日，全市特色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经
验交流现场会在渝中区贰厂文创公
园举行。会议组织观摩了贰厂文创
公园发展情况，交流了文化产业园区
建设经验，安排部署了加快推进全市
特色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工作。

目前全市已建成各类特色文化
产业园区37个，市级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66个，集聚文化企业5000多
家，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园
区企业涉及影视制作、艺术创作交
易、文化休闲消费、数字创意产业等

业态。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有效盘
活了城市存量资源，与旅游、商业等
深度融合，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
要新兴力量。

副市长谭家玲出席会议并讲
话。她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打造
特色文化产业园区为重点载体和抓
手，引导文化企业集聚集群，实现集
团化、专业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
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提升城乡文化
品质和实力。

我市举行特色文化产业园区
建设经验交流现场会

本报讯 （记者 杨艺）11月
29日，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韦恩率
领的经贸代表团在重庆和中国企
业、机构签署了16项合作协议，总
金额逾6000万加元，约合人民币3
亿余元。

此次，由100多名商界和学术
界代表组成的安大略省省长代表团
来渝，举行了安大略-重庆经贸交
流会。会上，双方企业、机构签署了
16项合作协议，包括农业食品贸
易、大数据平台、DNA检测设备制

造、电信设备采购、高校合作和早期
儿童教育合作等。

据悉，重庆与安大略省友谊源
远流长，与其省会多伦多结为友好
城市已有31周年。今年1-9月，重
庆和加拿大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
达 39.93 亿元，双向投资更加活
跃。截至今年9月，加拿大在渝累
计设立企业132家，总投资额3.48
亿美元；重庆在加拿大累计投资设
立企业9家，总投资额3.07亿美元。

副市长刘桂平出席签约仪式。

加拿大安大略省经贸团
在渝签署16项合作协议

本报讯 原重庆市沙坪坝区房屋管理局副局长、离休干部张
如根同志，因病于2017年11月28日逝世，享年106岁。

张如根同志系山西榆社人，1938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39
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如根同志逝世

本报讯 （记者 黄乔）11月29日，市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
议关于市人大专门委员会、市人大常委会工作部门办
理市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情况及代表建议
督办工作情况的报告和市政府、市高法院、市检察院关
于办理市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
见情况的报告。

重庆日报记者从以上报告中了解到，市四届人大
五次会议以来（截止2017年11月24日），代表共提出建
议933件，通过“重庆人大网”“代表建议公开”专栏向
社会公开的代表建议及其答复函848件，占总数的
90.9%，比去年提高了7.6个百分点。

增强建议办理实效 发挥代表建议作用

据了解，在这933件代表建议中，交市人大相关专工
委主办21件，其中，涉及立法工作16件、监督工作2件、信
访工作1件、人大自身建设1件、需要国家层面解决1件。

据介绍，在建议办理过程中，市人大相关专工委更
加注重增强办理实效，发挥代表建议作用，将代表建议
运用于立法工作中。

如，对制定耕地质量管理条例等5件已列入本届
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或2017年立法计划的代表建
议，按照程序积极推进有关工作。其中，代表建议工作

条例、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已分别提请市人大常委会
会议进行了审议；对制定垃圾分类收集处理条例等11
件暂不具备立法条件的代表建议，已着手开展前期调
研论证。

市政府收到的文化及社会事业类建议最多

报告中显示，2017年，市政府共收到市四届人大
五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905件。

“代表向市政府提出的905件建议涉及经济社会
方方面面。”市政府秘书长欧顺清说，其中，发展规划和
综合经济类建议218件，占24.1%；城市建设与资源环
境类建议217件，占24%；文化及社会事业类建议231
件，占25.5%；体制机制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类建议37
件，占4.1%；农业、林业、水利、三峡库区发展类建议92
件，占10.2%；公共管理及政府自身建设类建议110件，
占12.1%。

“今年，市人大代表提出了大量建议，对政府工作
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有力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欧顺清说，比如，荆瑜代表《关于充分挖
掘重庆自贸试验区国家战略新红利的建议》，提出了完
善配套政策、简化行政审批、加大资金扶持3点操作性
强的建议意见，承办单位在起草自贸区政策文件时充
分吸纳，并报市政府出台了《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

区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若干措施》。
又如，徐兵代表在《关于加强学校周边食品安全监

管的建议》中，呼吁大力加强学校周边食品安全监管，
保护未成年人身体健康和城市环境，建议市政府加大
监管力度，建立长效机制。对此，承办单位多次邀请代
表一道对主城区部分中小学校周边进行暗访，掌握一
手情况，完善工作措施，先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大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集中开展校园及周边儿童小食品专项整治行动
的通知》，对强化食品安全、保护学生身心健康起到了
积极作用。

“各位代表还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扶贫攻坚、生态
文明建设、社会民生、法治政府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大量
有分量、有见地、接地气的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智
力支持和民意支撑。”欧顺清介绍，为进一步增强政府
工作透明度，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对人大代表提出的
建议办理复函，各办理单位围绕“以公开为常态、不公
开为例外”的目标，通过门户网站、政务微博微信等渠
道及时公开805件，公开率为88.9%，分别比2015年、
2016年提高71.1和5.6个百分点。

另外，重庆日报记者还了解到，市四届人大五次会
议以来，市高法院共收到代表建议12件（其中5件为协
办），市检察院收到代表建议3件（均为协办），所有建
议均已办结。

市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以来

逾九成的代表建议及其答复函已向社会公开

本报讯 （记者 黄乔）11月28日，《重庆市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条例（草案）》在市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迎来三次审议。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此次三审稿提出，代表建议、批
评和意见，可以通过重庆市人大代表履职服务平台提
交。

据了解，《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
见工作条例（草案）》二审时，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
目前我市代表履职平台已经建立并且覆盖全市，为简

化代表建议的提出方式，适应社会信息化趋势，应当允
许和大力推进代表在互联网上通过重庆市人大代表履
职平台提出建议。

对此，三审稿规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使
用统一印制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专用纸提交，也可
以通过重庆市人大代表履职服务平台提交。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应当交代表团或者代表联系组登记后
提交。

另外，二审时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为了增强法

规的刚性约束力，解决代表建议办理中的一些突出问
题，对“不按规定期限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和

“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公开
的”等情形，应当规定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对此，三审稿中明确规定，未按规定期限办理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敷衍塞责、相互推诿，或者贻误工作造成损失或者不
良影响的；以威胁、利诱等方式影响代表对建议、批
评和意见办理工作评价的；对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的代表进行打击报复的；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和个人隐私的内容公开的，情节严重的，由有关机
关、组织依法追究承办单位相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
人员的责任。

代表建议今后或可网上提交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11月
27日，重庆“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东
赢-恒康大队20余名“雷锋的士”党员
队员，前往红岩魂烈士墓广场，开展以

“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为主题
的党建活动。

活动现场，“雷锋的士”党员队员面
对鲜艳的党旗，紧握自己的右手并举过
肩头，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据了解，历年来重庆东赢-恒康汽车运输
有限公司联合党支部一直都开展“缅怀
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的党建活动。

“雷锋的士”党员队员表示，一定不
忘当初入党时的宣誓，牢记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的使命，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
客运交通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
力量。

“雷锋的士”开展“缅怀革命先烈
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雷锋的士”开展“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市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供图）

本报讯 （记者 戴娟）11月
28日至29日，市委副书记唐良智
前往奉节县、巫山县调研。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按照市委五届三次全会部署要
求，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稳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行动计划，努力建设宜居宜
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唐良智先后来到奉节县白帝镇
八阵村、草堂镇柑子村，巫山县建平
乡柳坪村、黄岩村等地，认真听取基
层干部群众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建议。他指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推动党
的十九大精神进村入户、落地生根。

唐良智强调，要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要求，大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行动计划。要坚持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发展特色
效益农业，推动农业“接二连三”、农
旅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小康水、小康
电、小康路、小康讯、小康房，积极推
进农村“厕所革命”，不断改善农民
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坚持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大力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广
大农民移风易俗，形成向上向善、和
谐和睦的好风气；加强农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建强党支部、选好带头
人，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
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积极稳
妥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善于用改
革创新的办法推动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要把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行动计划与打好精准脱贫攻
坚战结合起来，推动贫困户与广大
农民群众同步致富奔小康。

唐良智在奉节巫山调研时强调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上接1版）目前，他养的肉牛长得又肥
又壮，对于以后的日子，他信心满满。

“再苦再累，也要供两个女儿读
书，现在读初中，以后读高中、上大
学。我要凭借自己的双手让女儿过上
好日子！”唐良元说。

上坝乡龙凤村村民谢章田，曾割
肝救子，欠下5万多元债务。儿子去
世后，志愿者们捐助的善款还剩下
5000元，谢章田夫妇将这笔善款全数
捐助，靠着打工、养土鸡、养山羊，在3
年时间里还清了全部债务。借着当地
发展乡村旅游的时机，他又将自家房
屋改造办起农家乐，生意做得红红火
火，去年夏天就赚了6万多元。

谢章田说：“人不能有依赖思想。
始终靠别人拉你，你不往上爬，不去勤

勤恳恳地做，是不得行的。只要有勤
劳的双手，日子就会过得越来越好！”

泥溪镇枞林村曹翠仙，丈夫多
病。作为外来媳妇，她勤俭持家，种
地、喂猪、养中蜂、种植黑木耳，一家人
的日子逐渐有了起色。如今，曹翠仙
一家搬到公路边上，还开了一家便民
小超市。

路阳镇南海村村民贺茂胜，3个孩
子要读书。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婉言
拒绝了邻居送来的50斤大米，而是向
邻居借了一亩地，借秧苗来栽，后来又
借钱搞起了养殖业。为了让肉牛快速
成长，贺茂胜夫妇俩种玉米、种红薯、
种牧草，公路不通，就用背篼背回来喂
养肉牛。3000多斤玉米、2万多斤红
薯、20多万斤牧草，一年下来，背坏了

9个背篼。
“别人给我一斗米我能吃一斗，但

是借块田给我，我就可以多收成点，自
己种的吃起也踏实。”贺茂胜说。如
今，23头肉牛全靠他一人打理，一年卖
牛收入有10多万元。

面对贫困，他们努力改变，凭着勤
劳的双手，最终打拼出了一片新天
地。4名脱贫户的励志故事感染了现
场观众，台下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整场活动以访谈形式为主，穿插
十九大知识问答、三句半、竹琴弹唱、
歌舞表演等，形式新颖，让干部群众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十九大精
神。

“穷不怕，关键是要有精气神！”泥
溪镇桐林社区三社村民木连贵连连感
叹：“现在社会发展得好，政策好，只要
自己做得动，就要靠着勤劳的双手来
致富！”

不等不靠，他们凭勤劳摆脱贫困

（上接1版）民主评议提案工作是新形
势下政协履行民主监督工作的有效形
式，必须持续地坚持、总结和发展，形

成科学规范的工作制度和机制。市政
协各参加单位、政协委员要进一步提
高提案质量，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

善民生、保持社会稳定作出应有贡献。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政协重庆市

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建议方案》。

市政协领导燕平、宋爱荣、杨天
怡、吴刚、李钺锋、张玲、周克勤、李建
春，秘书长秦敏参加会议。

市政协召开四届七十一次主席会议

（上接1版）
义务教育经费全面纳入财政预算，投入重点

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倾斜。今年
以来，市级投入贫困区县基础教育专项资金78.02
亿元，占投入区县资金总额的59%，其中，16.1亿
元投入到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

新改扩建校舍242万平方米、新增学
位26万个

“近年来，我市全力推进薄弱学校改造，不断促
进教育公平惠民。”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
年10月底，全市新改扩建校舍242万平方米，改造
运动场地325万平方米，投入22亿元配置教学仪器
和生活设施。D级危房消除率、课桌椅配齐率、寄宿
学生床位率、教室黑板配置率、旗杆旗台设置率等
多项指标达到100%。农村小规模学校、乡村学校
的教学条件和生活设施得到极大改善。

严格执行免试划片就近入学，保障入学机会
公平。统筹城乡学校布局，全市新建城镇中小学
校131所，新增学位26万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
镇中小学“大班额”现状。营养改善计划取得初
步成效，与2012年比较，男、女学生身高分别平均
增长 2厘米以上，男、女学生体重分别平均增长
0.54公斤，男、女学生的生长迟滞率分别下降1.15%、
2.47%。

国家级和市级培训教师30万人次

“硬件上去了，软件更不能放松。”该负责人称，
我市着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大力促进义务教育协
调发展。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已累计招生6000人，
近 4年来“特岗计划”为农村学校配备特岗教师
6305名。从2011年至今，国家级和市级培训教师
30万人次，有效地提高了教师整体素质。

与此同时，采取建立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动
态调整机制、设立乡镇工作补贴、改善农村教师生
活条件等手段，不断提高乡村教师待遇，让乡村基
层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

重庆区县域义务教育
校际差异系数大幅下降

（上接1版）
黄桷门村党支部书记周焕全介绍，

2011年，该村开始实施美丽乡村建设，
全村466户村民一起搬进按传统风貌
打造的小镇，拥有了1300多个商业门
面资产，并腾出宅基土地150余亩。

安置好村民后，黄桷门村又通过土
地流转进行农旅融合开发。在6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该村依照原有地形地
貌，在巴岳山脚下建成1000亩花卉观
赏园，在河道边建起广场和游乐园，围

绕古黄葛树打造了盆景园，更保留了数
百亩稻田作为景观，建成一个大农业景
区对外开放。目前，该村年接待游客突
破30万人，不久前，以黄桷门村为核心
的巴岳山玄天湖景区，还成为全国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现在，顾兴春还开办了民宿，外地
务工的丈夫也回村帮她经营，闲暇时
俩人还在奇彩梦园里务工，每年收入
超过15万元。加工面条、经营烧烤
摊、开办民宿、卖土特产、开设特产邮

寄网点……村里人逐渐在旅游产业中
找到了增收的途径，该村像顾家这样
借乡村游发展相关产业的村民已达
600多人。

“以最小的投入、最小的改动，取
得最好的效果。”铜梁区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铜梁南城、土桥、少云、东
城等镇街的村庄，对农田、机耕道和水
渠都保留完好。今后，他们将坚持“不
破坏山水风貌”“山头不推、稻田不填”，
让游客感受到自然生态之美，让生态成
为一种资源，提升为农业旅游附加值。
去年，铜梁乡村旅游接待游客367万人
次，实现综合收入14.4亿元。

山头不推 稻田不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