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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郭思云） 1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重庆市沙坪坝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区
级机关礼堂胜利闭幕。会议期间，来自全区社会各界的政
协委员共同努力，积极参政议政、踊跃建言献策，圆满完
成了大会各项议程。

应邀出席大会的有区委书记江涛，区长常斌，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赖明才，区委副书记许宁。

大会的执行主席是：黎万宏、郭明月、高昶、崔杰、
钟树生、魏子栋、曾忠、王林、丁丽柏、冯世春。会议由
区政协主席黎万宏主持。

闭幕大会应到委员265名，实到230名，符合有关规
定。

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沙坪坝区
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黎万宏在讲话中指出，本次大会中，全体与会委员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精神状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
风，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通过大会发言、小
组讨论、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多种形式，就全
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
题，畅所欲言，坦陈己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充分展
示了政协委员积极参与民主协商的生机活力，切实发挥了
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
的作用。

黎万宏表示，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我们要以中共十九大精
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重要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
落实市委五届三次四次五次、区委十二届二次三次四次全
会精神和市委、区委第五次政协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中共沙坪

坝区委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
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要
求，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扎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积极贡献智慧力量，努力谱写新时代政协事业发展新篇
章。

就2019年的政协工作，黎万宏要求，一是始终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人民政协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人民政协这一制度安排
和政治组织最本质的特征，充分认识到人民政协是政治组
织，旗帜鲜明讲政治是人民政协的根本要求。要把“推动

人民政协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更加成熟更加定
型、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作为新时代的新方位新
使命。二是努力推进人民政协各项工作，为改革发展稳定
凝聚共识汇聚力量。要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
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水平。要
坚持在中共沙坪坝区委领导下，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
识作为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要充分发挥委员群体自身人才
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主动深入基层一线、改
革前沿，围绕全区重点工作，务实开展调查研究，不断提高
建言质量。要积极参与委员履职尽责实践活动。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参加区政协和所在街镇委员组开
展的各项活动。三是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水
平，充分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广大委员要做到“懂政协、会
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不断提高自身
思想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水平。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务实的
工作作风，拿出勇气，拿出干劲，一起拼搏，一起奋斗，协
商议政监督，建言献计出力，为推动沙坪坝各项事业健康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应邀出席大会的来宾还有：不是十四届区政协委员的
中共沙坪坝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的领导同志，区
人民武装部、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区公安分局的
主要领导同志，以及历届区委、区人大
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的部分厅级领
导同志。部分区级单位负责同志和街镇
统战委员受邀列席本次大会。

闭幕会前，区政协第十四届第三次
会议举行了第二次大会，增选王小梅、
朱晓燕为区政协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

解难题为企业发展
添动力

位于井口工业园的重庆小康工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区的民营龙头企
业。从最初的弹簧小作坊，逐步在沙坪
坝发展壮大，公司现已形成集汽车整
车、发动机、三电系统、汽车零部件制
造及销售于一体的先进制造型企业集
团。日前，区委书记江涛带队在走访小
康集团公司时了解到，企业通过产业基
金模式推进“三电”新项目时遭遇政策
落地难。针对这一问题，江涛立即组织
区委专题会研究后决定，由区工投公司
与小康公司通过增资扩股、股权回购方
式达成5亿元合作协议，为项目实施提
供资金保障，让企业进一步壮大发展增
添动力。

举办招聘会为民企
解决“用工难”

区长常斌在走访重庆力华自动化技

术有限公司、重庆蔡氏液压设备有限公
司等企业时，了解到民营企业普遍存在
招工难、用工难现象。常斌随即交办区
人力社保局每年至少举办3次民营企业
专场招聘会。去年12月底，我区在重
庆科技学院举办民营企业首场招聘会，
200余家企业进场招聘，提供普工、文
秘、管理、服务员等工作岗位4000余
个。招聘现场，各用人单位求才若渴，
主动向求职者派发企业简介等，呈现出

“供需两旺”的火热场景，现场达成用
工协议604人。

协调银行与企业面
对面解决“融资难”

重庆东华医院是原重庆特钢职工医
院，有着80多年历史。近年来，通过
体制变革蜕变转型，现已发展成为集医
疗、教学、科研、急救于一体的国家二
级甲等综合医院。随着老百姓对医疗健
康和就医环境的需求越来越高，医院发
展面临着转型升级、资金短缺等压力。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赖明才在走访民营医

院东华医院时，针对医院反映“融资
难”问题召开现场办公会，积极协调区
金融办、工商银行与企业“面对面”对
接，加强信息沟通，目前工商银行已向
医院发放贷款500万元。

现场协调企业经营
用房选址

近年来，在中梁镇龙泉村，利用丘
陵、山坡、林地等地形打造的开心农场
办得有声有色，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
玩。由于土地性质等因素的影响，农场
的建设受到一定的限制。区政协主席黎
万宏在走访雪鼎农业有限公司时了解
到，该公司打造的我区农旅融合代表项
目“七彩祥云开心农场”，其经营用房
因面临拆除无法继续使用，严重影响其
正常经营。经现场协调交办，已落实新
的经营用房选址。

现场交办增设旅游
标牌为企业助力

凤凰花海项目是一个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农业观光项目，开园以来，每
年接待游客30多万人次，但也存在游
客不稳定、淡旺季明显等难题。区委副
书记许宁在走访金兰园林景观工程有限
公司时，公司反映乡村道路错综复杂，
希望增设其建设打造的凤凰花海景点旅
游标识标牌等配套设施。许宁现场交办
区交委和凤凰镇要为园区游客及周边群
众创造良好的旅游出行环境，现已新增
旅游标识标牌10余块。

不走马观花，不隔靴搔痒，不搞迎
来送往，不增加企业负担……在区领导
带队走访服务企业的带动下，各部门、
街镇也深入企业宣讲政策、摸清实情、
听取意见、解决问题，在全区上下形成
了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浓厚氛
围。

本报讯（记者 赵杰昌） 1月
8日，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在京揭晓，共评出 285 个项目
（人选）。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3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67项，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73项。引以
自傲的是，我区共有4项成果获得
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其中国家自
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3项。

由杨新民（重庆师范大学），
陈光亚（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
学研究院）为主要完成人的“向量
最优化问题的理论研究”，获得
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由重庆大学王时龙教授为主要完成
人之一的，“复杂修形齿轮精密数控
加工关键技术与装备”项目，由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六研究
所为主要完成单位之一的，“高世
代声表面波材料与滤波器产业化技
术”项目，由重庆大学杨庆山教授
为主要完成人之一的，“大型屋盖
及围护体系抗风防灾理论、关键技
术和工程应用”项目荣获2018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其中，“向量最优化问题的理
论研究”、“复杂修形齿轮精密数
控加工关键技术与装备”两个项
目由沙坪坝完成。

本报讯（记者 郭思云） 1月
9日，沙坪坝区为烈属、军属和退
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部
署会暨启动仪式举行。区委副书
记许宁，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
委刘星出席仪式。副区长刘世莉
主持仪式。

据了解，悬挂光荣牌是落实
中央决策部署、弘扬拥军优属优
良传统、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
的重要举措。按照中央决策部署
和全市工作安排，接下来我区将
共计为全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
人等家庭悬挂3万余块光荣牌。当
天启动仪式上，出席仪式的区领
导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家庭
代表赠授了光荣牌。随后，退役军

人代表苏丹还在仪式上做了发言。
许宁代表区委、区人大、区

政府、区政协和全区人民群众向
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致以崇高
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许宁在讲
话中指出，尊崇军人、关爱军属
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是全社
会的共同责任。沙区是兵源大
区、驻军大区、安置大区，全区
上下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
觉践行“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
作重要论述，把做好退役军人服
务管理保障工作作为根本遵循，
全面落实各项抚恤优待政策，大
力营造优待烈属军属、关爱退伍
军人的浓厚氛围，有力维护退役

军人合法权益，为国防和军队改
革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希
望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珍惜荣
誉、砥砺前行，了解沙区，熟悉
沙区，融入沙区，热爱沙区，以
实际行动参与和支持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建设
幸福美丽新沙区干出新业绩、作
出新贡献、创造新辉煌。

当天的启动仪式结束后，许
宁、刘星、刘世莉还分别看望慰
问“11·27”烈属程志刚、退役军
人苏丹、维和现役军人家属周小
萍，亲手为他们的家庭悬挂了光
荣牌，并叮嘱相关部门多关心烈
属、军属和退役军人，切实帮助
他们解决各种困难。

沙坪坝区政协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胜利闭幕
江涛、常斌、赖明才、许宁等出席 黎万宏主持

以问题为导向化解企业难题
●记者 吴楠

推 动 民 营 经 济 高 质 量 新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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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最优化问题的理论研
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成果，主要包括：引入向量广义
次似凸新，解决了分式向量优化
问题中公认的难题；提出集值广
义邻近次似凸和建立择一性定理
成为研究集值优化问题基本假设
和必要性条件的重要工具；建立
向量值函数的统一变分原理并率
先提出集值函数的广义变分原
理，为向量优化和集值优化近似

解研究提供工具；建立多目标优
化问题二阶强对偶和逆对偶定
理，其提出的假设条件成为目前
国际上研究多目标优化问题二阶
对称对偶理论的基本假设。

“复杂修形齿轮精密数控加工
关键技术与装备”项目：针对我国
船舶、风电、航空、车辆等工程
领域重要装备核心基础部件迫切
需要攻克的共性和关键技术难
题，通过十多年的潜心研究，创
造性地提出了点矢量族包络计算
新方法，发明了齿面扭曲消减、

制齿系统误差调控等方法，研制
成功大规格精密滚齿机、高速干切
滚齿机和精密磨齿机三种典型制齿
机床，实现滚磨加工工艺协同。

项目研制的典型制齿机床打
破了国外垄断，列入军工领域国
产高档数控机床供应目录，成果
在30多家制齿企业推广应用，为
航母、大驱、潜艇等国防建设做
出了贡献，同时为汽车变速箱、
风电、工程机械的批量国产化提
供了保障，显著促进了齿轮行业
技术进步。

重磅！沙坪坝四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我区启动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
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

新闻链接

走访民营企业621家，收集企业反映的问题789个，目前已解决210
个，正在解决落实492个，其余事权不在我区的问题及时向相关市级部门
进行反映……全市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后，我区迅即行动，坚持问题导
向，精心组织安排集中走访精准服务民营企业活动，深入一线了解情况、
倾听企业意见建议，千方百计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创造环境、提供助力，
切实增强企业发展信心，为民营经济高质量新发展铺路护航。全区建立了
区级领导、区级部门、街镇三级共65个集中走访服务民营企业工作组，由
区领导带头上门走访调研，以解决企业问题为出发点，直接现场办公，亲
自协调、亲自过问、亲自督办，切实推动走访服务取得实效。

复杂修形齿轮精密数控加工关键技术与装备。

小康集团生产车间。

民营企业专场招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沙坪坝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区级机关礼堂胜利闭幕。 记者 李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