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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仁宽
唐仁宽表示，今年他积极参加

区政协组织的会议、调研、“委员
之家”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不断

的展现自己，得到锻炼。这些活动更是他作为
委员的一个知情明政的通道，让他对国家、社
会经济的发展有了更深的认识，对民生民情有
了更直观的了解。同时还能引导他积极进行思
考，更准确地反映社情民意。本次大会他就带
来了关注基础教育的提案，希望呼吁政府能够
更多地关注中小学教育，特别是寒暑假期间学
生们的教育问题。

刘 娅
渣土车管理不严就会存在

很多的安全隐患，比如说渣土
车的车牌被泥土覆盖，一旦发

生事故逃逸后很难进行追责取证。行驶在路上
的渣土车存在掉东西问题，对行驶的车辆有一
定的安全隐患。加大对渣土车从业人员和公司
的宣传力度，对渣土车进行登记管理。建议成
立专门管理渣土车的治理小组，多部门合力整
治渣土车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这样不光规范
了渣土车的管理，消除了安全隐患，也是对创
卫的巩固和对创文的支持。

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
本质属性，民主监督是政协
三大主要职能之一。李代林

表示，作为党员，同时也是区政协委员，在开
展好政协的民主监督职能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
坚持党性原则，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民主监督
水平。所以本次区政协第十四届二次会议期间
我将要围绕国民经济与计划落实情况，年度目
标任务落实情况，重大民生实事推进情况等积
极履行监督职责，建言献策。

李代林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
加剧，如何养老逐渐成为时下
的热点问题。在区政协十四届

二次会议上，区政协委员陈艇表示，希望政府
能够加大对养老方面的投入，探索家庭模式的
养老。“这样的养老模式前期投入少，后期养
老成本低。”陈艇表示，以家庭为单位，在老
人家中加装扶手、马桶等便于老人生活的设施
设备，同时几个家庭共同聘请一个人员对他们
进行照料。相较于时下的养老院养老的高成
本、床位少等现状，这样的养老模式不仅解决
了床位少的问题，同时养老成本也要低很多。

陈 艇

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会
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遇
到各种矛盾和困难，易感受到

沉重的负担和压力，导致不少青少年时常出现
偏激、冷漠、孤独等心理问题，甚至发生违法
犯罪。因此，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应引起全社
会的高度关注。建议设立心理援助热线；加快
学校心理咨询室的建设，强化心理教师的培训
辅导；办好家长学校，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家
长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各学校加强与青少年
活动中心、学习综合实践基地、企事业单位、
街道社区的联系与合作。

文 群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
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歌
曲《小康时光》是一首从人民的获得感角
度描绘小康社会美好生活的作品。

“小康啊小康，你就像春的模样，阳
光明媚温暖四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读到
歌词后，戚建波如沐春风，创作的激情在
胸中涌动。因为歌词灵动欢愉，在作曲时，
欢快、跳跃成了这首歌曲的主调。歌词直接
把“小康”作为抒情对象，分别比作“百花
盛开”的春天和“硕果累累”的秋天。

“燃烧激情让生活改变模样”“撸起了
袖子咱携手干一场”，则道出了通往小康
社会的路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关键阶段，全国人民“挺起胸膛走在小康
路上”，“众志成城奔向小康”，需要的就
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精神。

“小康的时光幸福的模样，人民的向
往是前行的方向。”如果说主歌部分的旋
律是欢愉跳跃的，副歌部分的旋律则是坚
定铿锵的。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
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指
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这
首歌正是通过准确
典丽的歌词和昂扬
喜悦的旋律，传达
了人民的心声和我们
党的初心。

⑩

赵雪梅，女，汉族，中
共党员，现年 45 岁，大学本
科学历，副高级工程师，现
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城乡建委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科负责人。

从1992年参加工作以来，她二十
年如一日，始终奋战在沙坪坝区城乡建
设工作的一线，勤奋敬业，履职尽责，
工作业绩十分突出，为全区的住房城乡
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多次被评
为优秀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优秀党员、
建设系统先进工作者，并被推选为中共
沙坪坝区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在平凡
的岗位上谱写无悔的人生。

主动学习 提升业务能力

参加工作之初，赵雪梅就职于区城
乡建委工程质量监督站，从事房屋质量
监督工作。她深知专业技术能力水平对
服务城乡建设工作的重要性，主动学习
各类建筑规范标准并积极参加各种专业
知识培训，专业技术能力水平不断提
高，成为了我市建设系统备受认可的佼
佼者，其监督的工程项目多次获评重庆
市“三峡杯”、“巴渝杯”优质结构奖。

2010年，赵雪梅任区城乡建委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科负责人以后，她将认
真学习、勤于钻研的工作作风带到了新
的岗位当中，促使自身不断学习，“恶
补”相关专业知识，她不怕吃苦，迎难
而上，经常加班至深夜，快速完成了身
份转变，得到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普遍赞
誉。

同时，赵雪梅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和市区党代会的精神，强化政治理论
学习，严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
组织纪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通过认真参与党内的各项教育活动，切
实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各项要求变
成自己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认真学
习并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六项
禁令”以及重庆市“八严禁”、“十二不
准”的要求，谨言慎行、廉政自律，用
廉政思想指导各项工作开展。

勤勉工作 积极作为

在沙坪坝区建设“一中心两基地一
高地”、推动“两城同创”工作的背景
下，赵雪梅深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
要性，按照“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建
管并重，综合施策”的原则，从牵头全
区路网研究、推进市区重点项目、狠抓
民生实事等方面入手，为全区城市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着力牵头全区路网研究，为全区路
网结构不断优化调整奠定了基础。近年
来，面对沙区饱受诟病的交通基础设施
现状，她强化路网研究引领，牵头对我
区东、西部路网结构及交通体系进行了
多次研究，形成核心商圈、磁器口片
区、新桥片区、西客站片区、井双片区
等多个交通优化调整方案，并牵头编制
了沙坪坝区“内畅外联”三年行动方
案，成果丰硕，为全区路网结构不断优
化调整奠定了基础。

扎实推进市区重点项目，逐步建成
现代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2010年至
今，她领导下的区城乡建委城建科，共
牵头推进了 40余个市区重点工程项
目，建成了梨高路二期、212国道井双
段、马房湾片区市政道路、凤鸣山立
交、马房湾大桥等一批区级重点项目，
并配合市级部门推动骨架路网及轨道线
网建设，完工投用轨道1号线、双碑大
桥、双碑隧道等市级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促使全区路网密度显著提高，交通
秩序明显改善，逐步建成现代化城市综
合交通体系。

全力狠抓民生实事项目，有效解决
“过街难”“停车难”等老百姓反映强烈
的问题。建成了西南医院大门等10座
人行过街设施以及重庆七中、重大B区
及S1938滨江路等3个公共停车库，缓
解了人车争道、停车困难等民生问题，
有效改善了居民出行环境，真正做到为
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

人民的向往是前行的方向
——歌曲《小康时光》介绍

城乡建设 巾帼建功
●记者 喻庆

本报讯 （记者 裴梓臣 文/图） 1月
10日，记者从区政协提案信息办公室了解
到，截止2018年1月10日下午3点，大会共
收到提案471件，量、质都有较大提升。

本次大会共收到政协委员们关于经济科

技、教文卫体、城建城管、社会法制四个大类
的471件提案。据区政协提案信息办公室主任
钟小勇介绍，本次大会的提案与往年相比，在
多个方面都有较大提升。从数量上看，今年的
提案量较去年上浮百分之二十左右，数量上有

较大提升。在质量上，今年的提案较去年整体
上有了较大提高，从提案可以看出，委员们的
调研更加深入，提案更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据了解，本次大会运用在线审查系统，委
员可第一时间了解提案审查和办理情况。

区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共收到提案471件

我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长期以来形成了
“家庭养老”的传统模式，养儿防老、几代同
堂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但是，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变和人们观念的改变，
大家庭迅速瓦解，年轻夫妇的负担明显加重。
为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减轻子女的负担，
在分析老年需求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完善老年

社区日托服务点的建议，使他们能有一个幸福
安康的晚年生活。

为此建议：完善老年社区服务站。
按照政府、社会、家庭各出一点的原则，

整合社会资源，建立比较完善的老年社区日托
服务点。社区服务点的工作人员由相关的专业
人士和志愿者组成。子女上班后，老年人就到

社区日托服务点，得到相关人员的照顾，和其
他老年人共同生活；子女下班后，老年人回归
家庭，仍然享受传统的家庭生活。

一、开设老年餐厅，解决老年人的吃饭
问题。二、开设活动中心，让老年人的娱乐
生活更为丰富多彩。三、开设健身中心，让
老年人科学健身。四、联合社区医院，定期
对老年人进行身体检查。五、组织老年人长
短途旅游。六、联系图书馆，建立流通书
吧，让阅读丰富老年生活。政府每年对社区
老年服务站建立完善的评估标准，并根据标
准对各社区老年服务站进行督导评估，对于
优秀的给予适当奖励。 （记者 喻庆）

区政协委员肖红：

完善社区老年服务站

推进城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是市、区
“八项战略行动计划”之一“城市改造提升战
略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区东
部城区老旧小区水、电、气等入户管网情况不
明、设施老化，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群众反映
比较强烈。

建议由区经信委牵头，统一协调区水、
电、气企业和相关区级部门，针对现阶段我区
东部城区老旧小区入户管网的现实情况，做好
以下工作：

1、全面摸清底数。全面摸清我区东部城
区老旧小区（未来五年内未列入棚户区改造和
征收计划的）及入户管网长度、管网走向、口
径大小、布设时间和使用、改造状况，编制需
改造入户管网分布明细图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2、制定整改计划。根据摸清的底数情

况、现行政策和我区具体实际情况，制定出东
部城区老旧小区入户管网全面改造的详细计
划，列出具体整改时间任务表。

3、科学合理实施。根据按照统筹兼顾、
分步实施、先易后难、明确重点的原则，督促
相关部门、企业严格按照时间任务表实施改造
计划。同时，在改造过程中要借鉴国内外经
验，实现供水、雨排、污排、强电、弱电、燃
气、网络、消防等所有管道和电缆以层架形式
共同进入“综合管廊”，一次投资改造，终身

受用。
4、拓宽筹资渠道。老旧小区入户管网改

造工程是一项利民惠民实事工程，要积极拓宽
资金筹措渠道，建议采取政府补贴、涉及企业
项目改造资金、老旧小区大修基金、受惠群众
自筹资金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同时要主动与
上级主管部门加强联系，努力创造条件，积极
向上级争资金和政策，解决我区管网改造和建
设资金紧张状况。

（记者 喻庆）

沙坪坝街道政协委员组：

加快我区东部城区老旧小区入户管网改造

热点热点提案提案

（记者 裴梓臣 孙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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