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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档案是企业职工考录、调
配、晋升、辞职、辞退、退休等工作
的重要依据，涉及到每位职工的切身
利益，十分重要。目前我区对各街镇
失业人员档案管理缺乏制度规范，街
镇管理人事档案存在一些问题。

建议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以
《档案法》 为指导，由人力资源社保
局统一建立失业人员档案接收、保

管、调阅、管理等制度。加强对人事
档案管理的业务指导，指定主管部门
统一规范失业人员档案保管工作，并
执行各街镇失业人员档案管理工作的
监督管理和指导。提高档案管理人员
业务素质，由主管部门加强对各街镇
档案人员的统一培训，增强对档案管
理规范的熟悉程度，提升其专业能
力。

近些年，国家对于环境保护
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概念得到了
越来越多的认可。作为一个长期
从事环保工作的人来说，我感到
特别欣慰。在工作的同时进行了
调研，并把继续加强污染整治工
作写进了今年的提案，希望政府
能够持续加强污染整治力度，让
我们的环境问题得到改善。

区政协委员刘国涛：

加强污染整治力度

这两天，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性项目又
迎来新的建设高潮。随着项目实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和共
建陆海新通道对话会在重庆召开，一大批新的合作亮点也

横空出世，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从沙坪坝区始发的“陆
海新通道”。

1月7日，重庆、广西、贵州、甘肃、青海、新疆、云

南、宁夏在渝签约，合作共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陆海新
通道”。

“陆海新通道”让“一带”和
“一路”在沙坪坝实现闭环

2018年11月12日，随着中国与新加坡签署多项双边
合作文件，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正式更名为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简称“陆海新通道”）。

这是一条被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厚望的通道。2018年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时指出：

“双方要推进政府间大项目合作。要加强‘一带一路’框架
内合作，继续打造好两国共建的‘南向通道’，将‘一带’
和‘一路’更好连接起来。”

作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重点，
“陆海新通道”以共建“一带一路”为统领，依托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三级合作机制，充分发挥重庆运营中心的服务职
能，通过中国西部地区和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区域联动、国
际合作，共同打造具有多重经济效应的战略性通道。

当前，“陆海新通道”日益成熟，西部地区之间、西部
地区与东南亚之间货物流通、资金融通、信息沟通不断提
速，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可以说，“陆海新
通道”让“一带”和“一路”在沙坪坝实现闭环。

“陆海新通道”
已形成复合运行格局

2017年9月25日，“渝黔桂新”铁海联运班列常态化

运行首趟班列在位于沙坪坝区西部物流园的重庆铁路口岸
首发。该线路从重庆铁路口岸出发，通过铁路至广西钦州
港，再海运至新加坡等东盟各港口，进而连通国际海运网
络。其后一年多时间里，该班列逐步实现“天天班”双向
对开，截至2018年底，已累计开行657班，覆盖全球71
个国家和地区、155个港口。

“渝黔桂新”铁海联运班列只是“陆海新通道”的组成
部分之一。“陆海新通道”已形成铁海联运、国际铁路联
运、跨境公路运输三种物流组织形式的复合运行格局。除

“渝黔桂新”铁海联运班列之外，陇桂、黔桂、青渝桂班
列，重庆东盟跨境公路班车，重庆——河内国际铁路联运
班列等相继开行。

到2018年底，国际铁路联运（重庆——河内）班列累
计开行55班；重庆——东盟跨境公路班车，累计发车661
车次，服务网络从越南、老挝、缅甸延伸至泰国曼谷、柬
埔寨金边，以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促进中国西部地区与
东南亚的发展

“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不仅为中国西部地区开辟了一条
最便捷的出海物流大通道，还对于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有机连
接，助推中国西部开放开发，深化中国——东盟命运共同
体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相关负责人表示，“陆海新通道”是个以“新中一关
通，铁海达全球”为目标，多式联运、多重经济效应的运
输通道。“陆海新通道”不仅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也将两地之间的货物运输时间从原本的
三周减少至一周。重庆和新加坡分别作为区域枢纽和国际
物流分拨中心，通过“陆海新通道”铁海基础设施开启更
有效的交通线，将有助于加强贸易及金融、数据、人才和
科技等现代领域的互联互通，促进中国西部地区与东南亚
的发展。

作为陆海新通道可视化成果最显著的区域，沙坪坝区
也将发挥全市铁路物流分拨基地作用，继续推进通道间无
缝接驳，加强区域间互联互通和相关产业的有序导入，为
陆海新通道的新一轮建设提供更多市场化力量，赋予全市
内陆开放区域带动的新价值。

“陆海新通道”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共建阵容扩容至8个省市区

●记者 喻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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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沙区政府、驻区高校都对开
展校地合作具有很强的内驱动力，但就
现有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可供实现的有
效途径和办法也不多。

建议成立校地合作领导机构，构建
政府与各高校畅通有序的对话机制和交
流平台；相关部门应制定校地合作的激
励制度，完善促进校企合作的政策法

规。探索建立校地合作新模式，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建立校地合作创新平台，
鼓励高校教师深入生产一线，共同研究
解决问题。加快大学城科技产业园建设
进度，完善硬件设施配套。积极吸引社
会资金，为校地合作提供保障。政府搭
台，组织驻区高校与本地企业开展校企
合作，培养应用型人才。

区政协委员杨志春：
与驻区高校深入开展校地合作

区政协委员陈联：
加强街镇失业人员档案管理规范

热点热点提案提案

据 2018 年有关报道数据显示，
沙坪坝区共有幼儿园235所，在园幼
儿近 4 万人，其中公办性质幼儿园
47 所，数量居主城首位；就读普惠
性 幼 儿 园 人 数 2 万 余 人 ， 普 惠 率
50.4%。尽管如此，仍存在公办幼儿
园占比低、分布不均、普惠性幼儿园
较少，投入不足、师资不足等问题。

随着国家二胎政策开放，学前教育越
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目前，上幼
儿园普遍需要提前半年至一年去预约
排队。

因此，建议加大民办普惠性幼儿
园建设数量，同时适当放宽民办园的
进入标准，明确收费。办园地址选择
以小区内或附近为宜。

我区西部房屋大多建成于八九十年
代，外观老旧，设施老化影响城市形
象。区政府每年都会进行一部分老旧小
区的综合整治，也是提升城市形象，改
善人居环境的惠民措施。但是在整治过
程中的瑕疵以及经过日晒风吹、自然老
化等原因，导致陆续出现外墙漏水，构
件脱落等问题，引起居民不满的同时也

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整治的房屋中部
分房屋没有物业公司管理，这部分由于
没有专项维修资金，后续维护维修问题
函待解决。

为此建议，要制定相应的维护维修
措施，消除安全隐患。对已存在的由于
综合整治引起的漏水问题要进行排查并
维修，真正将好事做好，惠及民生。

区人大代表陈世斌：
放宽民办幼儿园进入标准

区人大代表邓晓红：
制定维护维修老旧小区措施

沙坪坝区作为科教文化大
区，教师队伍的建设尤为重要。
我特别关注教师队伍建设，尤其
是学前教师队伍和青少年心理健
康教师队伍建设，所以我也做了
相关的教师、学校方面的调研。
建议努力建设结构合理、师德高
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优秀
教师队伍，推动沙区教育蓬勃发
展并取得丰硕成果。

区人大代表魏勇刚：

重视教师队伍建设

民营经济是经济社会的重要组
成部分，民营经济强则地区经济发
展快，经济活跃度高。作为民营企
业界代表，我更关注这方面的问
题。今年从中央到地方高度重视民
营企业发展，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
讲，发展的信心更强劲。希望在
2019年里，全区民营企业发展得
更好，取得更好的成绩。

区人大代表苗旺：

希望民营企业发展更好

区政协委员陈古月：

医疗卫生资源需要向西部倾斜
今年我比较关注的是出生人

口变化问题。通过前期的调研，
我发现2017年至2018年，我区西
部片区的出生人口数明显增加，
最大增幅达30%。所以，我希望
要加强西部片区孕产妇、儿童相
关配套设施及措施的跟进，比如
社区服务、教育、卫生等。像幼
儿园、医疗机构的设置方面的政
策也需要向西部片区有所倾斜，
以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需求。

（记者 喻庆 整理）

（记者 郭思云 整理）

本报讯 （记者 赵杰昌） 1月10
日，区第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
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区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听取了7名驻区市人大
代表所作的述职报告。

本次会议应到代表253名，实到代
表236名。大会的执行主席是：何友
明、文刚、刘渝红、聂敏、唐宏宇、罗
章、张目、毛斌、胡斌。区委书记江
涛、区长常斌、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赖明
才、区委副书记许宁等区领导在主席台就
座。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友明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赖明

才所作的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2018
年，区人大常委会紧扣贯彻落实市委区
委重大决策部署，紧扣深入推进全面依
法治区，紧扣积极回应人民群众重大关
切，依法履职、担当尽责，较好地完成
了区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
务。全年召开常委会会议13次、主任会
议17次，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
工作报告22项，作出决议决定和审议意
见35件，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49人
次，开展执法视察调研66次，督办代表
建议371件。

会议听取了区人民法院院长鲜亚勇
所作的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8年，

区人民法院在区委的坚强领导和区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忠实履行宪
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使命，主动服务、切
实保障全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全面推
进、合力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较
好地完成了全年各项工作任务。受理各
类案件首次突破四万件，达到 42308
件，同比增长11.45%；审执结38827
件，同比增长13.36%。

会议听取了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
宏所作的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8
年，区人民检察院紧紧围绕全区工作大
局，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积
极推进政治建检、扫黑除恶、公益诉

讼、服务民企和内设机构改革等工作，
各项检察业务取得新进展。共受理审查
涉恶案件10件84人，已批捕60人、起
诉38人。梳理排查2014年以来办理的
非法拘禁等9类案件1068人，发现、移
送涉恶线索35件。

陈忠荣、曾兴容、王凡、付文升、
周琦、苏仕海、贺帅帅7名驻区市人大
代表作述职报告。

会议还表决了关于区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设立和更名的
决定（草案）、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通过办
法（草案）。

区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本报讯 （记者 裴梓臣） 1月10
日，区政协第十四届第三次会议举行第
三次大会，9个党派、界别代表在本次
大会上作交流发言。

区长常斌，区领导许宁、陶世祥、
蔡道静、陈英应邀出席。

本次大会的执行主席是黎万宏、郭
明月、高昶、崔杰。

会前，有关单位深入调研、精心准
备，向会议秘书处提交了21篇发言稿。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会议选取了

来自民革区委、民盟区委、民建区委等
9个党派、界别的代表在本次大会上作
交流发言，就全区经济、社会、文化、
科技、交通、旅游、商贸、乡村振兴等
各项事业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郑杰代表民革区委以《运用人工智能
技术提升城市交通品质》为题作交流发言；

竹隰生代表民盟区委以《关于促进
我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建议》为题作
交流发言；

周孝华代表民建区委以《充分利用

“一带一路”及自贸区政策优势 加快沙坪
坝区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为题作交流发言；

钟代笛代表民进区委以《力争市级
轨道建设资源 助推重庆西部均衡发
展》为题作交流发言；

田盈代表农工党区委以《以智能制
造改造传统产业为抓手 推动重庆西部

“智能谷”建设》为题作交流发言；
陈纲代表致公党区委以《立足国家

文化战略 提升磁器口文化体验》为题
作交流发言。

赵良举代表九三学社区委以《多措
并举推进沙坪坝区乡村振兴建设》为题
作交流发言。

尹向前代表区总工会以《沙坪坝区
引导社会组织提升政府服务职能初探》
为题作交流发言。

李伟代表区工商联以《民营企业参
与乡村振兴存在的困难和建议》为题作
交流发言。

部分区级单位负责人和街镇统战委
员也受邀参加大会。

区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