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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新时代 发出铜梁政协最强音
巴川河淮远河小安溪河污染治理、公立医院改革、众创空间建
2017 年，铜梁区政协喜事儿多：调研视察区行政服务中心效能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
设等形成的多篇专报、调研报告、社情民意信息获得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肯定并作出重要批示；评选、表彰优秀提案 33 件和提案先进承办单位 17
个；
宣传报道工作获评市政协先进单位；2 篇文章获评市政协理论研究成果奖……
过去一年，铜梁区政协常委会坚守初心、牢记使命，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
认真履行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全力助推区委
实施“实业立区、
创新强区、开放兴区、
生态优区”战略，用坚实的履职步伐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征程上书写出精彩履职答卷。

智汇铜梁高新区
创建国家级高新区是铜梁区委尧
区政府着眼建设重庆工业化主战场袁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袁打造
先进制造业聚集区和大健康产业引
领区的重要战略部署遥 在该区去年 1
月召开的野两会冶上袁区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提出 野加快创建国家级高新区袁
争创国家级和市级科研平台冶 的目
标遥 野党政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工作
就跟进到哪里袁这些目标就是铜梁区
政协围绕中心尧服务大局的着力点遥冶
该区政协主席严永超说遥
野要做实耶以创带促尧以促带创爷袁
通过创建的过程实现产业提档升级冶
野大力推进特色产业培育尧 提升创新
能力袁 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
境冶野吸引高端要素向园区集聚袁为国
家级高新区创建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冶
噎噎去年 6 月 29 日袁 铜梁区政协主
席会成员走进高新区开展专题视察袁
支招高新区建设遥
同年 8 月 16 日袁该区政协主要领
导率队深入高新区部分重点企业袁调
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袁 委员们提出了
野强化服务保障袁提高服务效能冶野及时
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用
电尧用工等困难和问题冶等建议意见遥
12 月 28 日袁铜梁区政协组织开
展 2017 年度委员年终视察活动袁走

进当地高新区企业服务中心袁把委员
们的目光聚焦到创建国家级高新区
还应补齐的短板上袁 大家纷纷建言
野应充分发挥骨干企业在创新发展中
的引领作用冶野要在开发产品 耶高爷和
耶新爷含金量上下功夫冶噎噎
一次次视察调研袁一条条意见建
议遥 倾注的是政协智慧袁助力的是高
新区蝶变新生遥
野在专题协商高新区创新驱动发
展中袁委员们所提的很多建议意见被
区委尧区政府纳入到耶创新驱动发展
33 条爷中遥 冶铜梁区经信委副主任尧政
协委员向世强自豪地说袁野通过充分
释放政策红利袁铜梁高新区的创新氛
围越来越浓遥 冶
天圣集团尧福安药业等 7 家上市
公司和华森制药尧希尔安药业等 8 家
中大型医药企业落户铜梁曰 通号万
全尧 祥龙电气和柒安电线电缆等 10
余家关联配套企业相继入驻曰庆兰实
业针对节能环保发动机尧变速器进行
深度研发袁拥有专利达 80 余项袁生产
的齿毂尧链轮尧柔性飞轮盘等汽车关
键零部件在国内具有唯一性袁广泛用
于奔驰尧福特尧沃尔沃等汽车品牌曰伟
鼎尧 新民康等汽车电子企业逐步壮
大袁铜梁创建国家高新区的步伐正愈
加沉稳有力地向前迈进噎噎

铜梁区政协主席会视察美丽乡村建设情况

献策乡村美如画

注入镇街监督力
走进铜梁区永嘉镇袁硬化的道路尧
绿化的村庄尧 亮化的街道尧 美化的庭
院袁与几个月前相比袁场镇颜值大大提
升袁让人啧啧称赞遥 而这些变化袁离不
开铜梁区政协委员们的监督助力遥
野4 个评议组 17 名委员尧干部以
问题为导向袁脚印遍布永嘉镇辖区内
48 个行政村社遥 冶评议组成员尧政协
委员曾庆开说袁野该镇党委尧政府负责
人面对委员们耶不留情面爷的评议袁对
反馈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养护资
金短缺尧 建设工程项目监管不严尧农
村集中供水工程管理问题突出等问
题及建议照单全收袁列出问题清单进
行分类整改袁用 4 个月的时间取得了
显著成效遥 冶
这是该区政协将民主监督之力
注入镇街的一个缩影遥
据介绍袁去年中办印发叶关于加
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
意见曳后袁该区政协对标紧跟争取到
以区委名义印发叶铜梁区政协民主监
督工作制度曳渊铜梁委也2017页3 号冤袁明
确规定区政协每年要对 2-3 个部门尧
1-2 个镇街的工作开展民主评议遥
政协触角向基层延伸袁并不止于
民主评议遥 结合区委的交办工作袁该
区政协还把监督范围扩大到 14 个镇
街袁组建起 7 支主席会班子成员牵头

负责尧部分机关干部和政协委员参与
的督查组袁重点针对镇街学习贯彻中
央市委区委有关会议精神尧场镇建设
管理及环境保护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等五个方面的工作开展暗访督
查袁 收集到问题 207 个尧 意见建议
102 条遥
在叶关于区政协暗访督查镇街工
作的情况报告曳上袁铜梁区委主要领导
批示院野区政协督查镇街工作作风深
入袁问题聚焦袁传导了压力袁推动了工
作落实袁值得充分肯定遥将督查中发现
的问题袁交办相关部门尧镇街袁推进整
改工作落到实处遥冶区政府庚即召开会
议专题研究袁 对区政协暗访督查列出
的突出问题清单袁 区政府办随后以铜
府办 也2017页155 号文件进行任务分
解袁有力地促进了相关问题解决落实遥
野区委尧 区政府主要领导对区政
协走进镇街开展民主监督工作给予
了高度评价袁认为既是区政协助推发
展尧民主监督的有力体现袁更是反映
问题尧解决问题的典型示范遥冶该区政
协主要领导表示袁区政协将在总结经
验的基础上袁继续围绕党中央大政方
针和市委尧区委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
落实袁选择野关注点冶有针对性地开展
专项民主监督袁进一步提升群众的满
意度尧获得感遥

铜梁区政协主席会视察高新区企业发展情况

各项工作逐条吸纳袁落地见效遥冶铜梁区
政协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袁新一届铜梁区
政协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履职着力点袁
去年组织开展了 10 多次专题视察调研
活动袁委员们为区委尧区政府提供了许
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袁被吸纳到叶铜梁
区乡村振兴行动实施方案曳中遥
在该区南城街道黄桷门村袁 错落
有致的风貌民居袁 房前屋后盛开的朵
朵鲜花袁 将整个村庄装点得宛如一幅
秀美的山水田园画遥 野委员们多次来我
们村开展视察调研袁 为我们建设美丽
乡村提供了许多金点子遥 冶该村负责人
高兴地说院野黄桷门村年接待游客量已
突破 30 万人袁村民们不仅生活在耶鲜
花盛开爷的村庄袁并在旅游产业中找到
了增收的途径遥 冶
野助力美丽乡村袁是我们义不容辞的
责任遥 冶委员们表示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袁将运用调研报告尧提案尧社情民
意信息等多种方式建言献策袁 用更多的
政协智慧绘亮铜梁新时代的美丽乡村遥

提升群众幸福感

召开民主评议铜梁区市政园林局动员大会

组织召开民主评议永嘉镇总结大会

来自铜梁区医卫界别的委员及区卫计委尧区人民医院尧区中医院尧健康教育所有关专家为群
众提供义诊咨询服务遥

2017 年 4 月 1 日袁铜梁区政协经科
委组织联系的经济尧科技尧科协及农业
界别组长尧副组长视察虎峰农旅融合项
目要要
要甲秀天下生态园发展情况遥
11 月 28 日袁该区政协副主席张学
农尧刘金萍带队到区城乡建委对美丽乡
村建设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座谈遥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袁美丽乡村
建设课题调研组赴南川区大观镇生态
大观园尧金龙村朱家院子尧中医药科技
产业园以及贵州遵义市湄潭县兴隆镇
坪上生态茶庄尧龙凤村田家沟尧金花村
大青沟等地就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开展
学习考察遥
噎噎
翻开 铜 梁 区 政 协 2017 年 工 作 总
结袁野美丽乡村冶跃然纸上遥
该区政府主要领导在区政协报送
的叶关于我区美丽乡村建设情况的调研
报告曳上进行批示院野调研报告中的建议
意见非常接地气袁符合铜梁实际袁针对
性很强袁要求相关部门结合当前开展的

渊铜梁区政协供图冤

围绕民生履职尽责袁 则让铜梁区
政 协 2017 年的 履职 工 作更 加亮 点 纷
呈袁 也让委员们牢固树立了履职为民
的意识遥
野去年袁委员们围绕教育尧医疗尧养
老等民生热难点问题袁 撰写了大量提
案遥冶该区政协提案委负责人介绍袁通过
将事关民生热难点的提案确定为重点
提案袁并由区级领导牵头督办袁有力地
促进了相关问题的解决袁如叶关于做好
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建议曳吸纳进河长制
工作部署中袁农委尧市政尧镇街等多个单
位协同发力尧统筹推进环保工作曰叶关于
加快推进全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建
议曳被民政局积极采纳袁现已新建社区
养老服务站 44 个袁 新增养老床位 100
多张噎噎
不仅如此袁 委员们还深入基层袁倾
听群众呼声袁通过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的
方式袁努力为群众排忧解难袁不断推动
民生改善尧增进民生福祉遥叶关于加强我
区物业管理工作的建议曳 得到铜梁区
委尧区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袁推动国土房
管局成立了物业管理科袁有效提升了物
业管理和服务水平遥 叶关于合理处置我
区农村闲置校舍的建议曳得到该区国资
中心尧教委的办理和回复袁催生了 2 个
相关文件的出台袁推动了该区农村教育
闲置校舍资产产权证办理和委托代管
工作的开展袁相关工作在叶人民政协报曳
叶重庆政协报曳专题报道遥
野在社会服务方面袁 委员们也不遗
余力地倾情投入袁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

评遥 冶该区政协办公室负责人说遥
据了解袁去年该区政协印发了叶关
于开展野内强素质尧外树形象尧发出好声
音尧传递正能量冶履职实践集中活动的
通知曳袁要求通过创新活动方式袁激发界
别活力袁 充分发挥界别在提案工作尧视
察调研尧 主题实践等活动中的作用袁提
升履职实践效果遥 此外袁区政协还针对
性地提出了界别和委员耶六个一爷要求遥
即院每个界别每年至少开展 1 次高水平
的协商和视察活动袁提交 1 份大会发言
材料尧1 件有质量的集体提案尧1 条有价
值的意见建议尧1 篇有质量的调研报告
或视察报告尧1 条有价值的社情民意信
息曰 每位委员每年提供 1 条招商信息尧
参加 1 次推介活动尧 支持 1 项公益事
业尧帮扶 1 户贫困户尧资助 1 名贫困生尧
为群众办 1 件好事实事遥
野在区政协的引导下袁各党派团体尧
20 个界别尧269 名委员各显神通遥 有的
界别突出专业特长袁 深入田间地头尧镇
街院坝尧企业学校袁开展政策宣传尧科技
指导尧送医送药尧文艺演出尧法律援助尧
教育关怀等服务袁惠及广大群众曰有的
委员发挥自身优势袁捐款捐物尧助学助
贫尧修路修桥袁奉献爱心尧回馈社会遥冶严
永超说袁 通过履职实践活动的开展袁区
政协协助区委尧 区政府做好了协调关
系尧化解矛盾尧理顺情绪尧解疑释惑的工
作袁为推动改革发展尧促进和谐稳定提
供了最广泛的支持曰使群众共享了改革
发展成果袁让群众感受到政协委员就在
身边袁党委尧政府离人民很近遥 渊文 博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