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2019年8月28日 星期三

CHONGQING DAILY 编辑 向菊梅 责编 张信春
美编 李梦妮

本报讯 （记者 黄乔）近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重庆法院先进典型事迹巡回报告会
在市高法院举行。至此，这场由市高法院主
办，跨越5个中院辖区、覆盖全市三级法院的重
庆法院先进典型事迹巡回报告会历时6天圆满
结束。

据介绍，报告会宣讲的8名先进典型中，有
荣获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受
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的廖子怀；有全国优
秀法官，重庆市审判业务专家，重庆市十大法
治人物黄学忠、徐驰、周俐莎；有办理了重钢司
法重整案以及中央交办的重大复杂案件的曹
世海、张帅等。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平
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是坚持司法
为民公正司法的先进典型。宣讲团成员用朴
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结合电视短片、PPT等
多媒体形式，再现了8位重庆法院人平凡又光
辉的事迹。

重庆日报记者还了解到，除了先进典型事
迹巡回报告会，重庆法院还举办了全市三级法
院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大学堂，通过3天时间，围绕“守
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学习
理论，交流情况，研究问题，对思想再“充电”、
精神再“补钙”、工作再“加油”。

重庆法院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先进典型事迹巡回报告会

李科定（左二）调研永川区板桥镇敬老院管理情况。 （受访者供图）

枝叶总关情，行
动见初心。在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过程中，
各地各部门纷纷出台
实招硬招回应群众关
切，努力做到“为民服
务解难题”。有的开
通“民意直通车”，倾
听群众的意见和建
议；有的对民生热点
难点问题列出责任清
单，建立工作台账；有
的聚焦突出问题部署
专项整治并及时向党
员群众通报……这些
务实举措对接群众关
切，为抓实主题教育
夯实了基础、注入了
动力。

我们党的最大政
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
众，最大危险是脱离
群众。开展这次主题
教育的一个重要目
的，就是要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
觉践行党的根本宗
旨，把群众观点、群众
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
中、具体落实到行动
上，着力解决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不断
筑牢党长期执政最可
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
根基。

对接群众关切
抓实主题教育，首先
需要站稳群众立场，
时刻把群众放在心
中 最 高 位 置 ，想 问
题、作决策、抓工作
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真心实意为民
办事。一些党员干部为民服务不实在、不
尽力、不上心，甚至出现损害群众利益的
现象，究其根源是群众立场没站稳，群众
观念淡薄，宗旨意识淡化。深入开展主题
教育，就是要推动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
部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以真挚的人
民情怀滋养恒心，在践行党的宗旨、加强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上不断取得新
进展新成效。

对接群众关切抓实主题教育，需要努
力查摆问题找差距。开展主题教育，决不
能闭门造车、自拉自唱。“知屋漏者在宇
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群众关心什么、期
盼什么，有哪些操心事、烦心事，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落实得怎么样……只有走出去、
沉下去，把调查研究的主阵地放在基层一
线，深入实际检视问题，才能真正摸清群
众所思所盼、所急所难。要畅通察民情、
通民意的渠道，通过各种方式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使各项决策更加符合群众愿望
和利益，推动工作往实里做、往百姓心坎
上做。

主题教育有实效，归根到底要落在为
民办好一件件实事上。检视出问题不整
改、提出了办法不落实，再美的蓝图也只
是一纸空文，再好的目标也只是镜花水
月。灰尘不扫不净，工作不抓不实。针对
检视发现的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必须拿出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立查立
改、即知即改，一时解决不了的，要盯住不
放、挂账在心，明确阶段目标，持续整改。
把为民造福的各项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
中，才能以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实际成
效取信于民，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
的新业绩。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对
接
群
众
关
切
抓
实
主
题
教
育

新
华
社
评
论
员

从军人到民政干部，他将曾经
的刚硬转化为对群众的温和，倾听
百姓呼声，只在危急关头展现曾经
的果决。

为了规范敬老院的管理，他跑
遍全区23个乡镇37所养老机构和
特困供养机构，以及34个社区养老
服务站和115个农村幸福院，拟定
出的敬老院管理制度，最终成为全
市敬老院管理标准。

他是李科定，永川区民政局原
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科科长，第九
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6月25日，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
加了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
彰大会。

如今，李科定的身份已是仙龙
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但是回忆起15年民政生涯，仍旧饱
含深情。

用耐心化解救助对象心结

李科定对自己此前的经历，概
括为“两个15年”，即部队15年、民
政15年。2004年10月，李科定服
役15年后，转业到永川区民政局工
作。

“在部队，我立过三次三等功，
可到了地方，最开始真的是两眼一
抹黑。”李科定说，工作的落差，让他
十分焦虑。

于是，跟着熟悉工作的同事一
道，下乡、调研、解释各种民政政策、
办理各种民政手续，李科定在与群
众打交道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变
得温和起来。

“现在的他啊，随便跟任何一个
农民，摆龙门阵都可以摆一上午。”
永川区民政局原社会救助和社会福
利科工作人员王崇清揶揄李科定，

“这么多年民政工作，他都变得‘婆
婆妈妈’了。”

永川区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
建设科科长张勇军回忆，今年3月，
一个70多岁的老人带个10多岁疑
似有智力障碍的女孩来找李科定，
他当时路过李科定办公室时匆匆扫
了一眼。

不曾想，后来这爷俩隔三差五
就来找李科定。“这爷俩似乎就认定
了李科定，几次看到他在办公室与
爷俩聊得哈哈大笑。”张勇军说。

这种情况持续两个月后，爷俩
再也没来了。张勇军猜测事情应该
是圆满解决了，于是向李科定求
证。原来爷俩其实根本没什么大
事，只是因一些生活琐事导致情绪
低落烦躁，就想找个人摆龙门阵。

“很多时候，老百姓也只是想找我们
摆摆龙门阵而已，他们说出来了，心
情就好了。”李科定说。

“当兵得‘硬’，咱就得硬起来；当
民政干部要‘软’，那我就要软到老百
姓的心坎里去。”李科定如此总结。

紧急救助受灾群众
986人无一伤亡

干民政工作没多久，李科定强
硬的军人作风，竟全部转化成了家
长里短的“婆婆妈妈”，而只有在关
键时刻，那曾经在部队里历练出来
的果决，才会偶然显露。

2015年8月16日晚，永川区突
降暴雨，15个站点雨量超100毫米，6
个站点雨量超200毫米，全区11个
镇街受灾严重。

该区板桥镇因暴雨被淹，场镇
低洼处竟有2米深的水。李科定第
一时间带着人冲向板桥镇。

“连镇政府坝子上的水都淹没
了大腿，情况确实有些紧急。”被搜
救出来的群众站在洪水中瑟瑟发
抖，李科定四处找临时安置点。

此时，按照标准处置方案，应该
立即调运民政救灾帐篷到受灾点，
搭建受灾群众安置点。

“暴雨导致道路不够通畅，救灾
帐篷能否按时运到还不一定，即便
运到了也需要大量人力去搭建，但
搜救仍在进行根本抽不出人手。”李
科定很焦虑。

“学校！板桥中学被淹了没
有？”李科定转头询问镇上干部。
在得到否定回答后，他立即涉水前
往该中学实地查看。结果板桥中
学因地势高，未受洪水侵袭，加上
时值暑假，校舍全部空置。“借用教
室，就在学校建立临时安置点！”尽
管有不同声音，但李科定在与校方
和镇上的相关负责人沟通后，一锤
定音。

随即，350余名受灾群众第一
时间住进了干爽的教室。此后，李
科定又联系了6000余份盒饭以及
牛奶、矿泉水等送往临时安置点。

一场猝不及防的暴雨洪涝灾害
来袭，在李科定的指挥下，紧急救助

的受灾群众986人没有出现一起伤
亡，灾后也无任何疫情。

板桥镇樊华云的房子因受灾倒
下，于是他用塑料薄膜在院坝搭了
一个棚子。李科定发现后，亲自为
他拉来两顶救灾帐篷，并帮其搭建
起临时住处。

鉴于樊华云家里的实际困难，
李科定先后为他争取到3.5万元的
灾后建房补助。

事实上，在李科定与同事们的
齐心协力下，仅近三年，永川区就实
施灾后受损房屋重建（含加固维修）
394户955间，冬春生活救助11682
户26017人。

拟定的敬老院管理
制度成为全市标准

尽管李科定自嘲是“半路出家”
干民政，但一项影响重庆民政管理
的制度规范却由他创立。

2015年5月25日，河南省鲁山
县一老年康复中心发生火灾事故，
造成39人死亡、6人受伤。消息传
来，李科定震惊之余，也对永川区的
养老院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教训如此深刻，我们总不能

只看看通报吧？”李科定在内部会
议上撂下这句话后，就开始了对
全区养老机构的一场大规模的调
查。

短时间里，李科定跑遍了全区
23个乡镇37所养老机构和特困供
养机构，以及34个社区养老服务站
和115个农村幸福院。

“触目惊心！再也不能这样下
去了！”李科定发现有的养老机构尤
其是农村敬老院，连基本的管理制
度都没有。

“消防管理、请销假制度、安全巡
查，这些制度要是不完善，出事是迟
早的事。”完成了大清查大排查后，李
科定着手为永川区敬老院制定一系
列关于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制度。

查资料、做记录、拟定方案，找
专家、请教同事、学习同行经验，李
科定使出了浑身解数来做这项具有
开创意义的工作。

最终，一本厚达237页的《永
川区敬老院管理服务手册》诞生。
其中，不仅涉及到敬老院安全管
理、分级护理、财务公示等宏观制
度，还包含了敬老院交接班制度、
每日巡查等细致入微的日常操作
制度。

更令同行感慨万千的是，该手
册根本不是以文件或者通知形式下
发的，而是在列明规章制度后，直接
形成了各种表格。

例如，手册中《敬老院安全巡
查月记录》这一专项，直接印上食
品、住所、消防等五大类数十个小
项目，后面空白处由敬老院相关负
责人员直接填写，每月一填，清清
楚楚。

“当时想得很简单，许多敬老院
条件有限，让他们再去制作表格印
刷等，肯定是增加基层负担。”李科
定说，手册发给全区敬老院一所一
本，相关人员只需照着表格每月填
写，年底存档备案后，再领一本新的
就可以了。

永川区民政局这一颇具开创性
的做法，后来被市民政局在调研中
发现，随即决定推广到全市，编印成
《重庆市敬老院日常管理及消防安
全记录手册》，下发给全市乡镇敬老
院。

至此，由李科定率先探索的敬
老院管理制度，上升为全市敬老院
的管理标准。

多年的倾情付出，李科定也获
得了众多荣誉。他先后两次被评为
重庆市民政系统先进个人，就在今
年3月还被人社部、民政部评为“全
国民政系统先进工作者”。

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李科定——

他拟定的敬老院管理制度在全市推广
本报记者 陈波

上个月，重庆首个5G示范智
慧园区——华雄·时代智慧城项目
在巴南区正式启动建设。该园区建
设周期为3年，投用后将聚集总部
经济、智能装备、数字经济三大板块
产业链，预计引进200家相关优质
企业、创造上万个就业岗位。

华雄·时代智慧城项目负责人
称，从项目签约到正式启动，他们只
用了短短5个月时间，比预期整整
缩短了3个月。

“这是我区深入实施规范招商
优惠政策行动后，全力优化营商环
境、全力服务企业的一个典型案
例。”8月15日，巴南区招商投资促
进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两年来，巴
南区在全区持续实施规范土地征
收出让、规范税收规费征管、规范
招商优惠政策的“三项规范”行
动。其中，规范招商优惠政策行动
不仅完善了招商决策机制，优化了
巴南的营商环境，还强化了招商项
目的履约管理，促进了企业的投产
达效。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共有67
家国内知名企业签约入驻巴南，签
约投资金额达476亿元。

兑现优惠政策，先过三道关

两年来，巴南区终止了某些企
业远低于土地市场价格的优惠购地

政策，将地块重新公开出让，为财政
增加收入26亿元。

该区还及时终止了滨江片区一
个违规整体城镇化开发项目，减少
财政支出87.09亿元。

这“一增一减”，正是巴南强力
实施规范招商优惠政策行动的生动
案例。

这项规范招商优惠政策行动，
究竟有哪些具体做法呢？“通俗来
说，就是把好三道关，即事前决策协
议关、事中履约管理关、事后政策兑
现关，发挥好机制管长远、管根本作
用，确保招商高效、有序、规范运
行。”巴南区招商投资促进局相关负
责人说。

以事中履约管理环节为例，巴
南区强化对入驻企业协议履约进度
的监督管理，强化项目落地要素保
障，派设项目入驻全程代理人，做到
项目到人、任务到人、责任到人。同
时，实施“签约一批、开工一批、投产
一批、达效一批”，实行“月通报，月
督查、月调度”等制度，做到“引得
进、放得开，管得好、留得住”。

“在兑现招商优惠政策方面，必
须严格按照约定的贡献来算。”该负
责人说，今年初，巴南区对2016年
至2018年引进的招商项目，就推进
进度及履约等情况开展了集中清
理、督查，并适时终止了到期、过时
等不合规的优惠政策。

自规范招商优惠政策行动开展

以来，巴南区集中评审了重点项目
33个，兑现产业扶持优惠政策资金
约16.7亿元。

以问题为导向，实现
“三赢”效果

“‘林秀鸟自来，林好引鸟来’，
良好的营商环境就是吸引力、就是
生产力、就是竞争力。”

“一流的营商环境主要不是追
求优惠政策‘洼地’，而是打造软环
境‘高地’。”

“要努力打造诚信政府，防止
‘新官不理旧账’，保持政策稳定性
和连续性。”

……
在巴南区召开的营商环境主题

座谈会上，企业对于营商“硬环境和
软环境”的心声，被一一梳理出来。

“企业对于营商环境的心声，正是我
们开展工作的切入点和总抓手。”巴
南区招商投资促进局负责人说。

在规范招商优惠政策行动中，
巴南区突出问题导向，出台规范招
商优惠政策行动的制度性文件，深
入开展“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活动，
实现“企业有利润、政府有税收、环
境有改善”的三赢效果。

2017年，巴南区传统制造业的
存量企业——重庆大江美利信压铸
有限责任公司遇到一个难题：该企
业在转型升级中想要转战新能源、

5G通讯等领域，迫切需要购买100
多亩土地建设新厂房，并急需资金
投入新项目的研发。

“真没想到，我们的这一诉求向
巴南区政府反映后，立即就有专人
与我们对接，帮助解决建设用地与
项目贷款两大难题。”该公司财务副
总裁赵金明说，巴南区政府不仅兑
现了土地建设返还政策，还发放了
产业发展基金，协助企业向银行申
请到了3亿元7年期低利息贷款。

当年，该公司新厂房就在天明
工业园区建成投用，当年主营业务
收入就达到5亿元。今年，该公司
凭借在新厂房生产的5G通讯基站
的散热器等产品，成为华为公司的
一级供货商。

使出“连环招”，优化
营商环境

对接企业超过300家，签署招
商协议67个，达成476亿元的投资
金额……翻看巴南上半年招商“成
绩单”，不难发现这片热土正吸引国
内知名企业纷至沓来。

如何服务好这些企业呢？全力
当好招商项目的“店小二”，探索建
立个性服务、专员服务、上门服务等
创新服务；为项目从引进、落地、见
效等环节提供全过程服务；实现重
大招商引资项目100%全程代办，
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这

些是巴南在规范招商优惠政策行动
中，为优化营商环境使出的“连环
招”。

今年5月，在巴南新注册成立
的长江生态环保集团上游有限公
司，就是巴南区使出“连环招”服务
的项目之一。据了解，该公司在巴
南布局的三峡集团长江大保护工
作在渝机构总部项目将全面参与
实施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修复，实
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有机统一，预计将在我市投资
400亿元。

“之所以选择落户巴南，是因
为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这里
努力营造的‘舒适感’和‘安全
感’。”对于巴南的营商环境，长江
生态环保集团上游有限公司负责
人深有感触，“区里给我们提供了

‘店小二’般的服务，我们企业从申
报到拿到注册登记营业执照不到
一天时间。”

帮助申请2000多平方米的5
年免租金厂房，代办土地使用税
补助，协助申请600万元市级产业
扶持资金……今年，重庆智睿投资
有限公司同样享受到了巴南区提
供的“店小二”服务。目前，该公司
投资30多亿元建设的项目正着手
胰岛素、单克隆抗体等6个产品的
临床试验。再过三四年，这些产
品将量产上市，可带来百亿级的
年产值。

规范土地征收出让 规范税收规费征管 规范招商优惠政策

巴南上半年引资476亿元
本报记者 汤艳娟 实习生 吴志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