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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尤）9月 27日，团市委、市青
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
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来自我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市青年商
会、市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30余名企业家代表
参加会议。

关键词：依法保护企业家权益
观点：新形势下更应注重企业家财产权、

创新权、自主经营权三大权益保护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重庆天喜律师事务所执行合
伙人周密对《意见》中涉及的依法保护企业家权益的内
容非常关心。“《意见》提出了弘扬企业家精神的‘三个营
造’，其中，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被放在
首位，这说明了国家对此的重视。”她认为，企业家是企
业经营方针的引领者，也是国家改革的推动者，维护企
业家的合法权益，必须以健全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为基
础，构建透明的法治环境，以确保企业在法治轨道上平
稳运行。

“作为律师，一方面要为企业家决策提供法律咨
询并对决策的合法性、合规性提出意见建议；另一
方面，律师也要帮助企业家解决经营困境，市场纠
纷等问题。新形势下，法律工作者更应注重企业家
财产权、创新权、自主经营权三大权益保护，通过司
法实践进一步加快完善我国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家合
法权益的长效机制，维护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秩
序。”

关键词：诚信经营
观点：尽快建立企业家个人信用记录和

诚信档案

诚信经营不仅关乎百姓，也和企业的发展息息

相关。
重庆市春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蒋敬对此感

触颇深：“《意见》第七条要求，要健全企业家诚信经营激
励约束机制，督促企业家自觉诚信守法、以信立业，依法
依规生产经营，我十分赞同。”

蒋敬说，在公司发展的8年时间里，他深刻体会
到诚信经营的重要性。“人无信不立，企业亦然，但
在发展过程中依然会遇到不诚信行为。现在，由于
守信激励不足，失信成本偏低，欺诈瞒骗、制假售假
等现象屡禁不止，伤害了企业家实干创新的积极
性。我希望国家尽快建立企业家个人信用记录和诚
信档案，实行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加强
对企业家诚信经营的激励约束，营造起诚信经营的
良好氛围。”

关键词：“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观点：企业要发展，政商关系必须要

“亲”；政商之间要做到“亲”，前提是做到“清”

“《意见》中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这是维
护公平竞争的迫切需要。”重庆志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徐志飞认为，企业要发展，政商关系必须要“亲”。只
有亲，政商之间才能良好的沟通，企业才会相信政府，敢说
真话，不偷税漏税，不搞“两本账”，干事创业才会更有胆
气。而政商之间要做到“亲”，前提是做到“清”。他认为，
政商关系应该依法合规、坚守底线、有节有度、光明磊落。

“真心希望政商关系能风清气正，让政府为企业服
务，让企业一心一意谋发展。”徐志飞说。

青年企业家关注啥 依法保护企业家权益
团市委、市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召开学习《意见》座谈会

从这学期开始，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天
宝实验学校的学生们多了一个新社团——
攀岩社，原本只有20个名额的社团吸引了
超过200名学生报名。近年来，攀岩运动在
重庆逐渐兴起并发展成为了一项人气颇高
的时尚运动。据统计，目前全市上规模的攀
岩馆已有近20家，参与攀岩运动的人群上
万人。

今年，九龙坡区被国际攀联授予“推广
攀岩运动特别贡献奖”，被国家登山管理中
心授予“攀岩进校园推广示范区”。九龙坡
区体育局还被评为“2013-2016年度全国
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大多数重庆市民对于攀岩的认识，是
从世界杯攀岩赛落户重庆后开始的。”九龙
坡区体育局局长马红兵介绍，从2013年起，
世界杯攀岩赛连续三年在九龙坡区举行，每
年都能吸引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
世界顶尖攀岩运动员来渝参赛。

在马红兵看来，国际大赛的落户为重庆
攀岩运动的发展带来了人气，但要让攀岩在
重庆落地生根还需要下更多的功夫。

今年4月，全国首家国家级攀岩主题公
园——重庆华岩壁虎王国家攀岩示范公园，
在九龙坡建成投用，公园内具备了承办世界
顶级攀岩赛事的硬件条件。公园一经建成
便免费向市民开放，并定期开展免费攀岩教

学，让市民更近距离地接触这项运动。
为了让攀岩有更深厚的群众基础，九龙

坡区体育局把目标瞄准了青少年。近年来，
在全区大力开展攀岩进校园活动，目前已在
该区驿都实验学校、谢家湾朵力小学、铜罐
驿实验学校、区第二实验小学、天宝实验学
校等5所学校修建了专业的攀岩场馆，并每
周开设攀岩课程。

重庆日报记者在天宝实验学校了解到，
该校目前每周有三节体育课，其中一节为攀
岩课，课程针对初一、初二的学生，包括基础
理论和实际操作。“攀岩课上有系统地教学，
大家都很感兴趣。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要求
试爬。”该校初二学生廖文中说，攀岩看着很
难，但大家经过老师的培训，都对这项运动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学期一开学他便报名
参加了学校组建的攀岩社。

马红兵介绍，九龙坡还将继续深入开展
攀岩进校园活动。除了计划新增5所“攀岩
学校”，还将打造市级青少年攀岩锦标赛、交
流赛、攀岩夏令营等活动，向全市青少年推
广普及攀岩运动。

马红兵透露，国家攀岩集训队也有望
在今年内落户九龙坡。集训队预计年底组
建，将面向全国选拔优秀攀岩选手，为国家
队培养后备人才，备战接下来的亚运会、奥
运会。

让攀岩运动在重庆落地生根

国家攀岩集训队有望年内落户九龙坡
本报记者 刘蓟奕

本报讯 （记者 周松）9月28
日凌晨，秀山县多个乡镇遭遇暴雨
袭击，其中宋农镇监测站点雨量达
212.4毫米，达到特大暴雨级别，龙
池、妙泉等乡镇监测点雨量达150
毫米，达到大暴雨级别，部分乡镇出
现洪涝灾害，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当日凌晨3时20分，秀山县农
池镇洞坪村大寨组一民房被水淹，
5人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接到报
警后迅速前往现场营救。

4时10分，消防救援官兵赶到
事发现场。消防官兵现场侦查发
现，被困人员所在民房地势低洼，通
往外界的唯一通道被山洪淹没，水
最深处达到1米多深，房屋四周一
片汪洋，民房修筑在山体一侧，水势
顺山体流下，为救援行动造成不小
困难。

而此时暴雨仍未停歇，山洪还
在不断上涨，被困人员居住的房屋
随时有可能被山洪冲倒。

现场指挥部研究决定，3名消
防救援官兵携带安全绳、救生抛投
器等救援装备，涉水摸索出一条水
流较为平缓的救援通道。

经过不懈努力，消防官兵进入
被困人员所在民房。找到被困群
众后，消防官兵发现，被困5名群
众中有1名孕妇已怀孕8个多月，
还有2名老人也已70多岁，行动不
便。

随后，消防官兵背着2名老人
涉水通过山洪区域，成功将其转移
到临时居住地。因孕妇已怀孕8个
多月，消防救援人员则安排2人搀
扶，1人涉水在前方探路，成功将孕
妇转移到安全区域。经过消防官兵
1个多小时的紧张营救，5名被困人
员被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

据秀山消防部门统计，在28日
的暴雨袭击中，秀山消防部门共接
警9起，出动车辆15余台次，出动
警力120余人次，营救被困人员10
余人，疏散群众20余人。

暴雨深夜袭击秀山

消防官兵冒雨涉水
营救被困群众

本报讯 （记者 黄乔）9月28日
上午，在市五中法院执行案款集中
兑付活动现场，200多人领到了他
们的工资、养老保险费、社会保险
费，共计700余万元。

“拖欠我们的钱终于拿到手
了！真的谢谢法官，感谢你们！”在
案款发放现场，当事人田先生很激
动，他一边向法官道谢，一边代表大
伙儿把锦旗送到了法官手中。

田先生说，他原来是重庆某
公司的职工。在与该公司劳动关
系存续期间，因该公司欠发工资
及欠缴养老保险、社会保险等，自
2015 年以来，他和 200多名同事
陆续向九龙坡区法院提起诉讼或
向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该公司支付
相应的工资、养老保险、社会保险
等费用。

经法院主持调解、仲裁委员会
仲裁决定，该公司应支付200多名
职工工资、员工垫付的养老保险费、
员工社会保险债务等费用共计700
余万元。

市五中院受理该案件后，及时
立案，抓紧时间执行，并确定于昨日
进行集中兑付，切实维护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

案款发放现场，200多名领款
人排起了长队，他们拿着法律文书，
到执行法官处领取他们的工资。“真
的太高兴了！”一位姓周的领款人领
到工资后笑着说。

据了解，在推进“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中，市五中法院坚持把执法
办案放在首位，今年1-8月，共执
结各类案件 538 件，同比增长
26.29%；兑现金额25.31亿元，同比
增长40.4%。

市五中法院开展
执行案款集中兑付活动
200多人领到了7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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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孝文化篇②

吴黎 王彩艳 图片由渝北区宣传部提供

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内涵
之一，慈孝是家庭友善的基础。

通过慈孝文化的挖掘与培育，渝北区已形
成了自己特色的慈孝文化，并将慈孝文化融入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慈孝文化逐渐内化成
了渝北人的价值追求，外化成了全区群众团结
和睦、奋发向上的自觉行动。

如今，尽慈尽孝已经成为渝北最美的一道
风景。

倡导慈孝，让“老有所养、幼有所教”

慈孝文化服务的对象主要是老人和小孩。
因为人老了，最欣慰的莫过于儿孙孝顺，年幼的
孩子需要仁慈的爱心来呵护。

据2016年统计，渝北全区共有老年人19.5
万余人、儿童18.5万余人，这一老一小占了全区
人口的37.3%。

“这个群体是最需要关爱的。”渝北区委宣
传部相关负责人说，但由于近年来农村青壮年
劳力大多外出务工，使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忙
碌疏亲、奋斗忘孝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一社会问题如何解决？
“通地慈孝文化的传播和实践，在全区形成

了一种孝老爱幼的新风。”渝北区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说。

目前，在慈孝文化的培育和传播下，渝北的
城乡已吹起了一股孝顺老人、关爱幼小的新风。

在渝北古路中心小学，有一个励志的慈孝
故事：“全国美德少年”李春玲孝顺爷爷和婆婆。

今年13岁的小春玲出生后没多久母亲就去
世了。她的爸爸没读过书，没有什么技术，外出
打工找不到好工作，只有在重庆主城区当“棒

棒”，挣点辛苦的力钱。因此，春玲知道爸爸挣
钱不容易，在学校从来不乱花钱，从不吃零食。
连家中一个星期难得吃一次肉时，她都会告诉
婆婆“肉不好吃，我喜欢吃菜”，让体弱多病的婆
婆多吃一点。

小春玲最盼望的是在外打工的爸爸每年一
次的回家，因为爸爸带回家的不仅有漂亮的衣
裙，还有爷爷婆婆的笑脸，最让她留念的还是爸
爸温暖的怀抱。

可是这仅存的爸爸的怀抱一年中只有几
天，更多的日子与她相依为命的是爷爷婆婆。

从春玲记事开始，爷爷就一直躺在病床
上。从上幼儿园后，春玲就学着照顾爷爷，因为
婆婆还要忙着田地的活。春玲早早地学会了为
爷爷煎药、端水，还会把在学校里的事情说给爷
爷听，让爷爷病中的生活有了一抹微弱的亮色。

2010年是小春玲家中最痛苦的一年，病重
的爷爷撒手而去。爷爷走了，不仅留下了债台
高筑的家，还带走了婆婆的心。沉浸在伤心中
的婆婆病倒了，沉重的体力劳动让一直患有高
血压的婆婆雪上加霜，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于
是小春玲每天需要打理的不仅有自己的生活、

学习，还要担心着病痛折磨的婆婆。她看着伤
心的婆婆，坚定地对婆婆说：“婆婆，我会陪伴
你。”

从此，家中的天由瘦弱的她来支撑了。每
天清晨，当同龄的孩子们还在温暖的被窝中，春
玲已经将早饭做好端上桌了；当同龄的孩子才
起床的时候，春玲已经在帮助婆婆喂鸡鸭、打扫
房前屋后了；当同龄的孩子还在教室里嬉戏打
闹时，她已快步走在了回家的路上；当同龄的孩
子们进入梦乡时，她还伴着微弱的灯光认真仔
细地做功课……

李春玲孝顺爷爷婆婆的事在学校里传开
后，激励着学校的师生。学校在打造“慈孝校
园”中，号召同学们向李春玲学习。同学们都以
她为榜样，像她那样孝亲爱老，回家后都为父母
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文化升华，引导“小孝”升级“大孝”

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渝北区用
慈孝文化，把干部群众从“小孝”逐步引到“大
孝”。

“小孝孝于亲长、中孝孝于组织、大孝孝于
国家。”渝北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区委在
慈孝文化建设中，逐步引导党员干部从孝顺父
母开始，忠诚于党，忠诚于祖国。

古路镇是渝北慈孝文化的“起源地”，也是
慈孝文化挖掘得最深的地方。镇里在深化慈孝
文化建设中，提出了“慈孝治镇”的理念，以推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

在把慈孝文化从“小孝”引向“大孝”中，古
路镇先后制订出了《机关慈孝文化建设实施方
案》、《党员干部慈孝十言行》等20余个引导党员

干部讲“中孝”、行“大孝”的制度。同时，还将慈
孝文化与廉洁教育相结合，打造孝廉文化基地，
促进党员干部崇孝敬廉。

在渝北区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里，有一道
特别的风景——慈孝文化墙。

这慈孝文化墙既在向党员干部传播慈孝文
化，也像一面镜子在时时照着党员干部：自己在
尽慈尽孝上做得如何？在忠诚于党，忠诚于祖
国，崇孝敬廉上还有哪些差距？

在引导党员干部从“小孝”到“大孝”中，渝
北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里，通过举办慈孝文化
专题讲座；每年给机关干部放假1—2天，让干部
回家陪伴父母；在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
号召党员干部陪家人，给父母梳梳头、洗洗脚
等，带头践行慈孝。

“党员干部的‘大孝’不只是嘴上讲，要有具
体的行动。”渝北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因
此，区里通过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队伍，对党员
干部进行廉洁教育等，把“大孝”融于具体的言
行中。

在渝北，从领导到一般机关干部都有自己
结对帮扶的农村和城镇困难户。区里要求干部
在帮扶中不能只是送钱送物，更要把党的关怀
送到困难户手上，把党员干部为民的好形象留
在贫困户心里。

在引导党员干部忠于党、忠于祖国，廉洁奉公
中，渝北还在党员干部中开展家风家训的教育，带
头培育出良好的家风，为广大群众作出表率。

如今，在渝北的干部和群众中已形成了“父
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慈孝文化新风，并成为
全区精神文明建设中最美的一道风景。

尽慈尽孝 渝北最美风景

慈孝文化进万家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
9月28日，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召
开新闻通气会，曝光2017年8、9月
终生禁驾人员22人。22名终生禁
驾人员中，因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
构成犯罪被终生禁驾的有13人，饮
酒后或醉酒驾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构成犯罪被终生禁驾的有9人；其
中，男性驾驶员21名，占到总人数
的95.5%。

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因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
饮酒后或醉酒驾车发生重大交通事
故构成犯罪的，公安交管部门将吊

销机动车驾驶证，且不得重新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公布这些终生禁驾
人员名单，主要是为了警示教育更
多的驾驶员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
全文明出行。

交巡警提示：开车不要分心，如
果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
亡的，车辆驾驶员应当保护现场，抢
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
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国庆中秋假期将至，亲朋好友
聚会，一定要注意适量饮酒，做到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为自
己也为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重庆交巡警公布
近两月22名终生禁驾人员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