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日，三教镇交警四大队联合交通文明

志愿者在该镇市民广场、川主庙社区开展了

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向过往车辆驾驶员

及辖区群众宣传交通安全知识，讲解超速、

超载、疲劳驾驶等交通严重违法行为的危害

性，引导广大群众形成良好的交通驾驶习

惯。

记者 刘 灿 摄

三教镇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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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永川，服务永川’是我

们村镇银行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作

为永川区人大代表的应尽之责。”

永川区第十七届人大代表、重庆永

川北银村镇银行行长向荣语气坚

定地说。

现年50岁的向荣系潼南人，

1995 年因工作调动来到永川，

2016年 10月担任北银村镇银行

行长，同年底当选永川区第十七届

人大代表。面对着这份沉甸甸的

使命，他决心做一名为民代言、为

民发声、为民解忧的称职代表。

心向“三农”和小微企业
自开业以来，永川北银村镇银

行始终坚持“支持三农、服务小微”

的经营宗旨，不断创新信贷产品，

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作为人

大代表，向荣的履职工作重心一直

围绕永川“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发

展。为此，他经常深入企业、种植

大户走访调研，了解实际状况，帮

助其应对困难，破解发展难题。

走访中，向荣了解到食用菌行

业是永川近几年蓬勃发展的特色

农业，产量占重庆市的70%以上。

然而这些企业在发展初期，除了自

身筹集的部分资金，也享受政府的

各项补贴资金，但随着企业规模的

不断增大，产量逐年提高，资金缺

口也越来越大，作为土地基本靠

租、厂房基本临建的轻资产行业，

融资难成为一种常态。

“支持三农、服务小微”是永川

北银村镇银行的经营宗旨。向荣

带领银行工作人员积极调研区内

各大食用菌企业，在充分论证的基

础上，针对该部分企业无土地厂房

等固定资产用于贷款抵押的现状，

创造性地研发了用食用菌企业机

械设备进行质押，同时引入保险公

司合作的模式，有效地支持食用菌

企业的发展。目前，已向10余家

食用菌企业陆续发放贷款，有效解

决这些企业长期融资难的问题。

不仅如此，对小微企业也是给

予大力支持。理文公司下游企业

因厂房和设备都是租用的，无任何

实质抵押物，但其生产产品攸关民

生，而且利润稳定，回流资金有保

证。为此，在向荣的引导下，北银

村镇银行为这些企业开发了新的

信贷产品，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的问题。截至目前，今年已为

6家企业发放贷款3200万元，在

去年的基础上翻了一倍。“凡是理

文公司推荐的小微企业，只要符合

授信条件，我们都会及时给予贷

款，切实帮助这些小微企业解决融

资问题。”向荣表示。

走进百姓听民声纳民意
人大代表，代表着人民，既要

为民代言，更要积极作为，为民解

忧。当选以来，向荣定期走访选

民，认真倾听选民的心声，了解他

们的心中诉求。

中山路街道中山路社区是向

荣代表的“娘家”。代表“回娘家”

活动他总是一次不落全部参与。

活动中，他在与当地居民交谈中

了解到，居民对城墙边脏乱差状

况深感忧心，希望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经过深入调研，我发现该片

区域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因房

屋、线网老旧，消防安全隐患大；

小商贩各自为政，占道经营，卫生

条件亟待改善。二是人员成分复

杂，人流量大，流动人口多，常住

人口以中老年居多，车辆乱停放

现象严重，安全隐患大，治安管理

需加强。三是餐饮大多以燃烧煤

球为主，既不环保，又对当地居民

的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影响。”向

荣说，城墙边片区位于永川老城

核心区域，是老城区商贸集散

地。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上

述问题难以有效根治，影响永川

对外形象。为此，他在充分调研

的基础上，向区人大提交了履职

以来的第一份代表建议，提出了

以打造“民俗文化老街”为核心的

“三步走”综合整治方案。

向荣代表的建议得到了城管、

消防、公安等相关部门的高度重

视，联合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今年，向荣还在走访中收集到

基层群众反映的“三城同创”、临江

河流域综合治理、老旧住宅线缆乱

搭乱建等问题。“这些问题，我都一

一记录在册，将经过认真梳理后把

人民的声音带到人代会上。”向荣

表示。

干好本职服务经济发展
重庆永川北银村镇银行是经

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的一家永川

本地一级法人银行，是真正做到

“存款取于当地，贷款全部支持当

地，税收全部贡献于当地”的永川

本地银行。

向荣说，作为立足县域、支农

支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

行是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但银

行刚起步，受知名度小、存款资金

来源渠道受限等因素的影响，在支

农支小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还远远

不够。就此，他经过前期深入调

研，结合自身专业知识，审慎思考

之后撰写了《关于大力扶持本地新

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助力永川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议》，准备在

明年人代会上提交。

这份建议详细阐明了作为新

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村镇银行在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占据的重要地

位，认真剖析了村镇银行当前面临

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扩

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辐射范围，

力争将业务范围覆盖辖区内所有

行政村和社区，真正打通金融服务

的最后一公里”等5点可操作性强

的建议意见。

“目前，我们银行已经率先走

出第一步，到乡镇设立支行。明年

1月，北银村镇银行朱沱支行将正

式开业，让企业和老百姓可以就近

享受到更优质的金融服务。”向荣

说，人大代表关注民生，更应关注

本地经济发展。今后，他将立足永

川，干好本职工作，为人民群众发

声，为永川经济服好务。

立足永川 服务永川
——记永川区第十七届人大代表向荣

本报记者 杨 雪

“邓德玉，邓德玉，王健的茶园

今天要五个人去铲草和修枝，干一

天有几十块钱，你去不去？”不久前

的一天，天刚蒙蒙亮，宝峰镇龙凤

桥村村民李谋桂便站在坡头上扯

着嗓子热情大声地喊道。

“去，要去，在屋头耍还不是耍

过了。”邓德玉一边拖长嗓音回应

着，一边急匆匆、乐呵呵地扛着锄

头与李谋桂一起，朝一片长势喜人

郁郁葱葱的茶园走去。

跟建卡贫困户打工？这类稀

奇事儿在宝峰镇并不稀奇。

扶贫先扶志，脱贫靠双手。在

脱贫攻坚工作中，宝峰镇利用精准

扶贫政策，注重造血式扶贫，积极

引导贫困户通过自己的努力，树立

起战胜贫困的信心和勇气，甩掉贫

穷的帽子，创造幸福的生活。市级

贫困村——宝峰镇市级贫困龙凤

桥村深沟村民小组的王健就是其

中的一位。

王健是一名80后，本是家里

顶梁柱的他，因5年前在一次煤矿

事故中腿部受伤致残，无法再干体

力活，曾经殷实的家境也因此渐渐

好景不再，被列为建卡贫困户。

宝峰镇扶贫驻村工作队考虑

到王健身体残疾，但人年轻好学，

综合分析市场前景，因地制宜，精

准施策，帮助他制定了发展茶产业

走产业脱贫的路子。2015年通过

项目申请，资金争取，流转150多

亩坡脊地，王健搞起了茶叶种植。

万事开头难，由于没有掌握种

茶技术要领，王健出师不利，茶苗

栽下便遇到了难题，加上管理不到

位，苗子成活率不高，看着一片片

死了的茶苗，王健心疼不已，焦急

万分。

身残志坚的王健并没有被困

难吓倒。他一边向镇里的技术人

员求教争取支持，一边向该镇种茶

“专家”涵晨灵秀茶厂负责人刘照

树请教，还找出镇文化站给他送来

的科技书籍对照学习查找原因，认

真研究茶苗移栽、田间管理以及鲜

叶采摘技术等，同时积极参加各级

茶产业技术培训，学习了短穗扦插

快速繁育技术、标准化栽植技术、病

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等先进实用技

术，不断提高自己的种植管理水平。

很快，王健从一个“门外汉”成

为一个茶叶种植的行家里手。经

过精心培育，科学管理，镇村帮扶

以及自己的努力，一年后茶树长势

喜人，焕发出勃勃生机。两年后见

到了效益。2017年，凭着150多

亩茶园，王健初尝甜头，挣回了5

万多元的收入。

为方便运送茶苗茶叶，王健买

了辆三轮车，并带动了村里6位村

民到他家茶园就业，还被村民推举

当上了深沟村民小组的组长。王

健的日子是越过越好，更是依靠产

业脱贫的生动呈现。

生活的改变让王健感觉到越

来越有奔头，收入的提高让他越干

越有闯劲。

眼下正是茶树冬管时节，王健

带领几位村民穿行在茶树间或松

土铲草，或打顶修枝，忙着管护自

己这一大片茶园。看到昔日贫瘠

的馒头山变身今日层层叠叠的茶

园，王健说：“自己能建起这片茶

园，镇里村里的干部都没少花心

思。如果把茶园管理好了，明年的

效益预估可能达十万元以上。”

龙凤桥村村委会主任杨小军

介绍说：“龙凤桥村正不断挖掘盘

活土地资源，促进产业发展。截至

目前，全村茶叶种植大户已经达到

10余户，茶叶年总收入已经达到

200 余万元，户均增收 1 万元左

右。通过茶业发展带动增收，成为

老百姓的增收致富产业，即绿山又

富民，实现了经济、社会、生态三

赢。”

茶产业助他圆了“致富梦”
——宝峰镇建卡脱贫户王健脱贫小记

本报记者 龙远信 通讯员 侯利

图为向荣代表进基层调研。（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 杨 雪）近日，区

新城建管委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民

营企业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宣讲

会。区新城建管委机关和惠通公

司全体干部职工聆听了报告会。

宣讲会上，区委宣讲团成员、

区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区综合

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孙继军作宣讲

报告。他从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民营经济战略地位的重要

论述，准确把握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的政策举措、充分激发民营经

济的创造活力、推动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结合市委、区委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的政策举措，深入解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现

实意义。

与会人员表示，将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工作实

际，精准施策、优化环境，认真落实

中央、市委、区委关于鼓励、支持民

营经济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和政

策，积极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实际困

难，全力推动新城高质量发展。

区新城建管委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民营企业
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宣讲会

本报讯（记者 刘 灿）为提高全

区人民统计法治意识，营造良好的

统计氛围，确保第四次全国经济普

查顺利完成，近日，区统计局严格

按照统一部署，多渠道开展统计法

治宣传教育活动。

统一部署，确保上下步调一

致。及时制定并印发通知，要求各

乡镇街道结合第四次全国经济普

查，适时开展统计法制宣传活动，

并统一制作宣传背景板面下发给

乡镇街道使用。

多措并举，确保宣传灵活多

样。利用以会代训、集中学习、街

头宣传、LED车流动宣传、网络媒

体专题宣传等宣传方式，全方位、

多角度进行统计法制宣传，不断提

升社会公众对统计法律法规的知

晓度。

深入基层，确保宣传取得实

效。在宣传方式上，由乡镇普查

员开展经普活动的同时普及《统

计法》《全国经济普查条例》，向广

大群众宣传统计调查对象的权

利、义务，发放经普宣传品，积极

争取调查对象和社会公众对统计

工作的支持配合，形成良好的舆

论氛围。

区统计局：多举措开展统计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讯 近日，由市教委高教处

和市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主

办的2018年重庆市高职院校教师

说课比赛，在重庆财经职业学院落

下帷幕。全市34所高职院校的34

名优秀教师参加比赛。重庆城市

职业学院工商管理系伯黎醒老师

设计的《仓储管理实务》，凭借独具

匠心的教学设计和激情飞扬的现

场讲解赢得了评委和同行的一致

好评，荣获大赛一等奖。

本次比赛是全市高职院校教

师课堂教学水平展示的重要平台，

比赛分为小组赛和总决赛。评委

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与手段、教学组织与实施等方面

进行综合评比，全面评定教师的教

学能力和教改理念。

此次获奖展现了重庆城市职

业学院教师扎实的专业素质和良

好的综合素质，反映了学院大力倡

导职业教育新理念，创新教育教学

新办法，促进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

的成果。（重庆城市职业学院供稿）

重庆城职院教师喜获市高职院校教师说课比赛一等奖

张先生：我是一名城市“三无”

人员，请问如何申请经济困难的高

龄失能老人养老服务补贴？

区民政局：申请经济困难的高

龄失能老人养老服务补贴分三个

步骤。一是申请。由本人或委托

代理人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二

是审核和公示。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收到申请材料后，派工

作人员入户调查并组织民主评议，

并进行公示。经审核和公示后，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上报区

县（自治县）民政局。三是审批。

区县（自治县）民政局对收到的申

报材料进行审核批准。经审核不

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

记者 钟 梅

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养老服务补贴如何申请?

文女士：我是重庆市民，请问，

如果重庆居民与港澳台居民、华侨

及外国人离婚登记应提交哪些证

件和证明材料？

区民政局：重庆居民到民政局

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时应提交以下

证件和证明材料：1. 本人的有效户

口簿、身份证；2. 本人的结婚证（中

国内地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中国驻

外使领馆颁发的合法有效的结婚

证）；3. 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

婚协议书一式三份（离婚协议书应

当载明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

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

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

办理离婚登记的香港居民、澳

门居民、台湾居民、华侨、外国人除

应当出具前款第2 项、第3 项规定

的证件、证明材料外，港、澳、台居

民还应当出具本人的有效通行证、

身份证，华侨、外国人还应当出具

本人的有效护照。 记者 钟 梅

重庆居民与港澳台居民、华侨及外国人离婚
登记应提交哪些证件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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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有 问 必 答我 们 有 问 必 答

本报讯（记者 凌泽英 实习生

龚贵州）14日上午，2018年度全区

专武干部实弹射击考核在重庆预二

团举行。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委

朱和胜，副区长王寒峰等到场指挥。

王寒峰在考前讲话中分析了

当前国际形势。他指出，近年来，

党中央高瞻远瞩，加强国防和军队

的建设，我们的军队现代化、正规

化、信息化，正在逐渐强大起来。

在我们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时，在我们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

都会长期存在竞争。各镇街的专

武干部担任着地方、部队、民兵预

备役建设任务，还兼任着地方一些

工作，希望大家在参与地方各方面

工作中，始终要牢记自己的第一职

责、使命，那就是武装建设、党委的

参谋兵、政府的武装机构；要履行

好职责，特别是现在民兵改组以

后，思想建设、队伍质量都要提

高。王寒峰强调，进行考核，是希

望提高大家的武装素质、军事素

质。打铁需要自身硬。专武干部

要首先提高、率先提高自身军事素

质，才能带领好民兵以及后备役部

队。只有军事素质提高了，才能保

证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

胜。近年来，预备役部队、民兵在

地方的抢险救灾当中做出了重大

贡献，希望大家继续发扬，练就过

硬的军事本领，听党指挥，服从命

令，全方位地搞好武装工作。

当天上午，各镇街专武干部在

参观了中山路民兵应急连建设之

后，到重庆预二团开展了步枪卧姿

实弹射击考核，区人武部干部和文

职人员进行了手枪实弹射击考核。

2018年度全区专武干部实弹射击考核举行
朱和胜等到场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