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的政协力量”有奖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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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袁营造浓厚的
脱贫攻坚舆论氛围袁彰显各级政协组
织尧 政协委员和政协干部的责任情
怀袁展示扶贫一线的政协故事袁重庆
市政协新闻宣传中心尧重庆市烟草专
卖局联合举办 野脱贫攻坚的政协力
量冶有奖征文活动遥
一尧征文主题
聚焦决战脱贫攻坚的履职故事袁
激发决胜全面小康的政协力量遥
二尧征文要求
1援征文体裁以工作纪实尧故事讲
述为主袁包括新闻特稿尧现场新闻尧通
讯尧特写等遥 谢绝理论尧报告尧简报尧综

述稿件遥
2援应征作品要求主题突出尧内容
鲜活尧角度新颖尧还原故事尧展现细
节袁结构层次分明袁文字简练流畅袁事
迹真实感人遥
3援 应征作品须是未公开发表的
原创稿件遥 严禁转载尧抄袭尧剽窃他人
作品遥
4援征稿对象为重庆市内新闻通讯
员尧记者及驻村队员渊第一书记冤等遥
5援篇幅控制在 2000 字以内 渊可
附图片冤遥 每位作者投稿数量不超过
篇遥
2
三尧征文评选和奖励
对征文作品袁我们将择优在叶重

庆政协报曳及微信公众号尧头条号等
平台刊发和展示遥 活动结束后袁将分
通讯员尧专业记者两个序列袁组织专
业人士评出获奖作品遥 其中袁一等奖
4 名袁奖金各 2000 元曰二等奖 6 名袁
奖金各 1000 元曰三等奖 10 名袁奖金
各 800 元曰 优秀奖和组织奖若干袁颁
发荣誉证书遥
四尧征文截止时间
2019 年 10 月 31 日
五尧投稿方式
请参赛者将稿件投至叶重庆政协
报曳 网上投稿系统渊http://zxb.cqzx.
gov.cn冤要闻版袁并注明参赛作品袁留
存联系方式遥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

用野火眼金睛冶守护一江碧水

实现城市颜值品质双提升
陈贵云赴渝中区接待委员接访群众

—长寿区政协开展
——
“聚焦污水偷排直排乱排问题”监督性调研小记
通讯员

张异 韩峰

最近一个月袁野聚焦污水偷排直排乱
排问题冶 委员明查暗访监督性调研视察
活动在长寿区开展得如火如荼遥
带上手机尧沿河查看尧发现问题尧按下
快门噎噎住长市政协委员和全体区政协
委员不分 8 小时内外袁 行走在长寿区的
长江边尧龙溪河尧桃花溪边袁用脚步丈量
河道尧用心守护绿水青山遥
野这里的雨水颜色不对冶
4 月初袁长寿区政协主席张华带领百
余名市尧区两级政协委员袁分赴桃花溪沿
线袁开展野聚焦污水偷排直排乱排问题冶

委员明查暗访监督性调研视察遥
野这里排放的雨水颜色不对遥 冶 在桃
花溪一雨水管网排放口袁 细心的张华停
下脚步袁蹲下身来袁仔细查看遥 顺着管网
的走向袁张华和委员们发现袁这条雨水管
疑似与附近的一家企业有关遥
区环境执法人员的实地执法袁印证了
委员们最初的推测院 附近一家工业企业
在生产过程中未按照环评要求循环利用
生产废水袁 而是将工业废水通过地下埋
设的暗管直排入雨水井遥
目前袁该区环境执法人员针对委员反
映的线索袁根据叶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曳
第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袁 对其违法行
为进行了立案查处遥

污 水“ 三 排 ”

野三个全覆盖冶不留空白
长寿区境内河流众多尧 水域宽广袁有
一江尧两湖尧三河尧十三溪袁其中龙溪河尧
大洪河尧御临河野三河冶是长江的三条干
流遥 近年来袁随着工业化尧城市化的推进袁
水污染防治任务繁重遥
此次袁长寿区政协采取野三个全覆盖冶
与抓重点相结合袁扎实有力开展野聚焦污
水偷排直排乱排问题冶 委员明查暗访监
督 性 调 研 视察 活 动要要
要问 题 全 覆盖 袁 逐
项明查 暗访实施方案 中明 确 的 11 类 问
题曰区域全覆盖袁聚焦长江沿线尧工业园
区尧场镇集中区等长寿境内所有区域袁不
留死角曰委员全覆盖袁市尧区两级委员全

员参与袁 并纳入 2019 年委员履职考核重
点内容遥
野桃花河是长寿人的母亲河袁 政协委
员就是应该关注这些民生问题遥 冶在桃花
河开展监督性视察调研活动时袁 市民吕
学健向委员们竖起了大拇指遥
野我们在区内媒体开设的耶委员明查
暗访监督性调研视察爷专栏报道袁获得
了不少市民读者的关注 袁并积极与委 员
一道监督污水偷排直排 乱排行为遥 冶 据
长寿区政协城环委 主任 张国清介绍袁 自
今年 3 月底活动启动以 来袁长寿区政 协
共收到委员和市民反映的涉 及雨 污 混
排尧工业污水违规排放尧养殖污染等线
索 30 余条遥

奉节：委员“搬走”码头“沙山”

这里生活污水乱排，咋办？
本报讯 渊记者 程卓冤 5 月 8 日袁市政协副主席王新
强率队前往忠恕沱码头尧石门大桥下码头盘溪河入口尧石马
河哑巴院子等地袁开展野聚焦污水偷排直排乱排问题冶委员
明查暗访监督性调研视察遥
委员们在监督中发现袁 连接嘉陵江的排污管道源源不
断有生活污水流出袁有的直接流入江中遥 在忠恕沱码头袁因
为排污管道不完善袁 相关部门只能在污水直排点用提升泵
把水抽入污水管网袁 再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遥 这种位于末
端的污水处理方式袁 既资金耗费大袁 又不能从源头解决问
题袁引起了委员们的格外关注遥
委员们通过眼观尧鼻闻的方式判断污水的污染程度遥据
了解袁几处排污口流出的污水大多是生活污水遥由于附近老
旧小区尧零散住户较多袁且没有设置完善的雨污管网袁导致
大量生活污水和少量雨水混合袁最终直接流入江河遥
野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符合生活污水排放的解决措
施冶野尽快完善老旧居民小区的排污管网袁 根本上解决生活
污水乱排直排的问题冶野建议在污水最末端的排水口加强监
控冶噎噎委员们在监督中积极建言袁并提出要多频次尧灵活
性进行监督袁把共护一江碧水的责任落到每一位委员肩上遥

通讯员 王野
雄踞长江三峡的瞿塘峡袁 绿意
盎然袁漫山遍野的林木郁郁葱葱袁清
新的空气扑面而来遥 4 月的第一周袁
作为镇一级野河长冶的奉节县政协委
员尧 永乐镇党委书记王海林来到大
溪河边袁 踏勘这片水域的河道清理
和库岸保护工作遥
野海林书记袁这片流域的白色垃
圾整治行动成效明显袁 养鸡场的粪
污直排问题能这么快就得到解决袁
多亏了你们镇上的大力支持呢浴 冶
说话的是县政协委员尧 安坪镇宣传
统战委员刘海遥 作为兄弟乡镇袁安
坪镇与永乐镇山水相接袁两镇经常
开展辖区水域联合执法行动袁 二人
又同是政协委员袁言语间自然亲切
许多遥 说着袁刘海拿出手机袁拍下清
澈幽静的绿水与青山袁 将今日的巡
河成果发送到了野奉节县河长冶工作
微信群遥
野要说成效明显袁我们去的下一
站才是成效最大的浴 冶 结束了对大

溪河的巡察袁王海林尧刘海与另一位
县政协委员李德平一道前往下一
站要要
要位于幺店社区一处已被清理
完毕的非法货运码头遥
在 3 月份开展的常态化视 察
中袁三位委员发现袁明查暗访幺店社
区往白龙村方向有一处面积较大的
消落带袁 经常有满载沙土的大货车
往返于公路与岸边遥 常年在乡镇工
作的李德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车
队的不同寻常遥 当他们驱车跟着大
货车来到此地时袁 眼前的一幕让他
们震撼不已要要
要三五条货船已然卸
下一座座野沙山冶于岸边袁一群工人
正忙着将沙装向车斗袁 装卸沙土飞
起的扬尘铺天盖地尧 工人维修船舶
漏洒的机油混合着码头上的生活垃
圾直接流进河中噎噎
三位委员当即采取行动要要
要刘
海拨通县政协新成立的 野履职实践
办冶值班电话进行反映袁请求县政协
及时与 野聚焦污水偷排直排乱排问
题委员监督性调研视察冶 联席单位
取得联系袁通报情况曰李德平拿出手

委员
故事

机拍摄现场情况进行证据采集曰王
海林迅速召集永乐镇行政执法中队
赶赴现场进行处置遥
当晚袁码头船舶全部驶离遥 次
日袁码头业主公司被海事尧交通尧环
保尧公安等部门上门约谈遥 一周后袁
昔日野热火朝天冶运沙土的货运码
头被职能部门以联合执法的形式
及时取缔袁 影响库岸安全稳定尧向
长江直排污染物的又一个源头被
清理遥
今年以来袁 在奉节县政协的统
一组织下袁 像王海林这样身处基层
一线的政协委员袁一直活跃在野聚焦
污水偷排直排乱排问题冶 委员明查
暗访监督性调研视察的前沿遥 他们
不预先告知尧不预设线路尧不预先踩
点袁 采取三五人为一个小分队机动
式尧常态化明查暗访方式进行遥针对
污水偷排直排乱排行为有很强的随
机性尧隐蔽性尧时效性袁他们通常以
常态化的交叉暗访尧暗查尧暗拍方式
开展调研袁 为绿水青山贡献政协力
量袁为打造野金山银山冶保驾护航遥

“线下”赶集

本报讯 渊记者 黄笛森冤 5 月 8 日袁市政协副主席陈贵云赴渝
中区开展野主席接待委员日冶活动并接访群众袁与来自渝中尧大渡口尧
九龙坡尧南岸四个区的部分市政协委员和群众代表袁就大家关心的问
题进行交流沟通遥
野由于主城沿江高层太密集袁形成了挡风墙袁导致城市热岛效应
越来越严重冶野不少江岸被单纯的交通性和生产性的功能所占据袁使
城市品质打了折扣冶 噎噎宋春梅委员开门见山指出城市建设存在的
不足袁 并结合当前我市实施城市提升行动计划袁 建议从加强组织领
导尧强化责任落实尧改革体制机制尧强化资金保障尧实施考核问责尧营
造浓厚气氛等六个方面着力袁实现城市颜值和品质双提升遥
关于城市品质提升袁叶梅委员也有话要说遥 她认为袁首先要实行
城市形象再提升行动袁推动城市品质在理论尧制度尧实践上创新曰其次
要实行城市品牌再打造行动袁培育和塑造有地域特色尧有影响的城市
核心品牌曰还要开展城市特色再提炼行动遥
此外袁委员们还围绕文化发展尧乡村振兴中存在的痛点难点袁提
出了不少真知灼见遥 陈贵云认真倾听记录袁 并表示将认真梳理总结
大家的意见建议袁 通过多种方式向
市委尧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反映袁共同
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遥

倾听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周克勤率队调研
本报讯 渊记者 凌云冤 野优秀的传统文化要活在当下浴冶野要提升
文物和非遗的自身活力浴 冶近日袁市政协副主席周克勤率市政协文化
文史和学习委赴忠县尧 梁平开展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调研袁一个野活冶字成为委员们建言聚焦点和关键词遥
忠县是三峡库区文物大县袁 投资 1.6 亿元建成的忠州博物馆于
去年 2 月开馆以来袁备受社会各界好评遥 古色古香的博物馆内袁忠州
五千年悠久历史和三峡库区考古尧文化研究成果的展陈内容袁给委员
们留下深刻印象遥来到紧邻博物馆的白公祠袁清幽雅静的环境令人心
旷神怡袁这是忠州人民为纪念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而修建的祠庙袁今年
2 月刚刚名列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遥 委员们在异地搬迁于此的丁房阙尧
无铭阙前驻足袁探讨汉阙保护良策遥
来到梁平区袁委员们登上创建于南宋的滑石古寨袁考察文物保护
利用现状遥 这里正在打造集军事文化尧自然风光尧休闲娱乐于一体的
旅游景区袁多种互动体验性项目和网红景点引人入胜遥委员们走进景
区内的非遗展演基地袁观看梁平区国家级非遗项目野梁山灯戏冶和市
级非遗项目野礼让草把龙冶表演袁深入了解非遗项目传承情况遥 得知
非遗传承人队伍青黄不接袁甚至有些项目面临断代失传困境袁委员们
建议政府要给予相关保护性政策袁支撑非遗项目保护和传承遥
委员们认为袁在文物保护利用上袁一方面要坚持保护文物原貌袁
进一步提升修缮保护的质量曰另一方面要注重创新发展袁结合旅游开
发进行合理利用袁让文物真正野活冶起来遥 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上袁要
不断提升创新能力袁设计开发尧提档升级适应市场需求的文创产品曰
加大非遗表演项目内容的现实性尧互动性研究袁将非遗元素融入现代
生活中袁探索其在保护中发展的有效途径遥

聚力民族地区 助推脱贫攻坚
市政协民宗委分党组书记 吴 亚

为了更好地连接农户与市场袁助
推脱贫攻坚袁我市电商积极开展 野线下
赶集冶活动袁帮助贫困户农产品卖个好
价钱遥

5 月 11 日袁野网友 e 家亲冶采购山货扶贫志愿行动走进忠
县马灌镇龙肖村袁市民踊跃购买山货遥
赵军 摄

习总书记深入石柱县实地了解脱贫攻坚工作情况袁主持召开解决
野两不愁三保障冶突出问题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袁为做好政协民族工
作注入了强大信心和定力袁示范了方法和路径遥 市政协民宗委分党组
坚持学用结合袁立足民族地区实际袁着力研究一系列精准尧务实尧高效
的工作措施袁切实将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遥
坚持学用结合袁掌握精神实质遥召开党支部会议尧分党组会议尧组
织支部党员干部集中学习袁分党组成员尧支部党员充分利用自媒体自
学袁以及通过委员会议尧视察调研尧小组活动等形式袁组织全体委员全
面尧系统尧深入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遥效仿习总书记野聚
焦一个主题尧解剖一只麻雀尧解决一类问题冶的问题导向袁将民族工
作尧宗教工作尧扶贫工作和旅游康养等重点调研统筹起来袁为实现社
会和谐尧民族和睦尧宗教和顺凝心聚力袁建言献策遥
认真履职尽责袁助推脱贫攻坚遥 做好市政协野民族地区旅游扶贫
开发冶重点调研袁深入渝东南民族区县尧全市重点民族乡镇袁开展蹲点
调研袁赴广西尧青海学习考察袁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袁并与市扶贫办尧市
文化旅游委尧市民宗委重点协商野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冶遥 引导委
员持续开展野才俊计划冶等扶贫帮困活动袁助力民族贫困地区群众脱
贫致富遥
立足生态优势袁共建美丽之地遥 把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视察重
庆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结合起来袁组织委员积极投入
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袁 治理污水偷排直排漏排问题冶 监督性调研视
察遥 立足民族地区多为山清水秀之地的实际袁开展环境保护方面的调
研考察遥 组织开展野民族优秀文化保护建设冶野促进城市各民族交流交
融发展冶调研视察袁切实把习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落细落地落实遥

近日袁南川区河图镇长坪村野网上村庄冶组织游客走进村庄袁面对面选购贫困户家的土鸡蛋遥
瞿明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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