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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8 年 市 人 大 工 作 巡 礼 · 建 议 办 理

2 0 1 8 年 市 政 协 工 作 回 眸 · 提 案 办 理

普安恐龙地质公园能够给云阳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帮
助，但该项目建设资金投入巨大，云阳自身财力有限，为此市人
大代表赵明华建议将该项目纳入市级重点项目实施管理，协调
整合有关市级部门在发掘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

曾因水体发黑、发臭，家住清水溪河畔的居民不敢开窗。
市政协委员陈忻建议相关部门围绕沙坪坝区火车站周边建设
发展，治理水质污染，大力整治和改造美化河流两岸的自然景
观和环境，让其成为新的景观驻足地

清水溪是沙坪坝区内一条名字带着
诗情画意的溪河，但因水体发黑、发臭，
曾让家住溪河畔居民不敢开窗。沙坪坝
区采取河道清淤、底泥疏浚等方法，全面
推进清水溪的治理以及周边环境改善工
作。目前，这条溪河已基本实现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

这与市政协委员、重庆师范大学编
辑出版中心教授陈忻的鼓与呼紧密相
关，在去年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上，陈忻
《关于绿化美化清水溪，提升城市美誉度
的建议》的提案，得到了沙坪坝区政府的
重视，并制定了相关工作方案。

清水溪源自歌乐山，至磁器口汇入
嘉陵江，流域面积35.5平方公里。“虽然
经过历年的整治，清水溪面貌已大有改
观，但水环境质量、周边市容环境及城市
品质与群众期盼尚存在很大差距。”和清
水溪做了多年邻居的陈忻表示，清水溪
的污染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建议
配合沙坪坝区火车站周边建设发展，在
治理水质污染的同时，大力整治和改造
美化河流两岸的自然景观和环境，让其
成为新的景观驻足地，以达到绿化美化
城市，提升美誉度。

提案得到了沙坪坝区政府高度重

视。据悉，提案中所指区域主要为天星
桥街道、渝碚路街道辖区（天梨路—融汇
温泉城—站西路高架桥下—重庆师范大
学—重大C区），总长度约5公里，土地性
质为防护绿地。

沙坪坝区政府表示，由于市政基础
设施薄弱、两岸污染源复杂、排水管网
建设缺失等原因，清水溪水环境质量、
周边市容环境及城市品质与群众期盼存
在很大差距。为此，召集多次会议进行
研究部署，并制定了工作方案，全面推
进清水溪的治理工作。2018年稳步推
进排水管网建设，新建改造排水管网约
29.3公里，彻底解决污水直排、雨污混流
等问题。

“去年，对流经沙区境内的主次河流
再次进行全面摸排，其中涉及清水溪全
线流域的污染源共梳理出467处。”沙坪
坝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按照
工业企业污染、农业种养污染、生活污水
污染、河道内源污染、面源垃圾污染进行
分类，形成了《沙坪坝区清水溪流域综合

整治实施方案》，目前正按方案明确步骤
积极推进。

此外，在不断对清水溪进行综合整
治的同时，还将清水溪沿线绿化美化工
程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计划将对清水
溪流域进行整体绿化美化，打造成动
步健身公园，以满足周边群众的休闲运
动需求。

下一步，还将按提案办理工作方案
继续抓好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推进雨污
分流改造、新建污水处理厂、白鹤岭人工
湿地等整治措施，进一步提升清水溪水
质和两岸生态环境，实现长治久清；继
续抓好污染防治攻坚工作，实施5大类
污染整治，对污染源清单实施动态更新、
实时销号；继续抓好增绿添园工程建设，
加快2018年已明确的14个增绿添园项
目建设，确保提案中建议区域的公园尽
量启动建设；积极让市民群众及时了解
治理动态，引导市民群众牢固树立生态
文明理念，自觉参与环境保护和生态文
明建设。

清水溪河畔居民敢开窗了
本报记者 李幸

悬崖峭壁上的一根绳，将一对夫妻
紧紧相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坚守
在云阳龙缸风景区最危险的悬崖。丈夫
吴贵生化身“蜘蛛侠”在悬崖下捡拾垃
圾，妻子解一香紧握绳索在崖顶筑牢安
全屏障，这样的工作，他们一干就是5年，
夫妻俩用生死相依谱写爱的本质。近
日，吴贵生、解一香夫妇获评“2018年度
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有她在崖顶拉着绳子，我不怕”

云阳龙缸风景区，距离地面718米
的玻璃景观廊桥的悬崖下，就是吴贵生
工作的地方，他常年用绳子拴着自己吊
在半空捡垃圾。而身处崖顶的妻子解一
香则是他的安全守护者——虽然紧皱眉
头但她会死死拉住绳子。

吴贵生说，每次下崖时，妻子都仔细
检查安全绳，这让他很放心。

解一香说，他在下面干活儿，自己在
上面都是悬着心，每隔10分钟，就会喊他
的名字。

结婚30多年了，夫妻俩一直紧紧相
随、从未分离，一起外出打工，又一起回
乡工作。问到为什么选择来做悬崖保洁
工作，吴生贵说自己以前一直从事高空

作业，为高楼安装幕墙或清洗外墙玻
璃。随着龙缸景区开放，他选择到景区
从事悬崖保洁，这样离家近，方便照顾年
迈的父母。

与丈夫不同的是，解一香之前在工
地上只是做些地面上的杂活，甚至站在
高处都有些头晕。但这一次，她不顾丈
夫和两个女儿的反对，坚持和丈夫一起
做景区的保洁工作，成了同事，“不放心
他一个人做这么危险的活，我跟着也能
帮助下他”。每次从丈夫下崖开始，解一
香就神经紧绷，直到他带着垃圾口袋安
全返回才能松一口气。

去年12月的一天，他们像往常一样
工作着。突然，吴贵生脚踩在一块松了
的石头上，整个人悬空了。崖上的解一
香心提到了嗓子眼，死死拉住绳子，脸憋
得通红。虽然这种经历对于他们来说是
家常便饭，但回想起来，解一香仍心有余
悸，吴贵生却说知道妻子在崖顶拉着绳
子，他不感到害怕。

这样兢兢业业，一干就是5年，他们
将生死相依的爱系在一根绳上，更系在
他们的一生中。2018年，他们一家被市
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妇联评为“2018
年重庆十大最美家庭”。

“既然干了悬崖保洁，就要
坚持干好”

吴贵生、解一香的故事在网上传开
之后，被网友称为“悬崖蜘蛛人”夫妇，重
庆日报记者在2018年度“感动重庆十大
人物”颁奖典礼的现场见到了他们，比起
吴贵生，解一香更善交流，两人身上都透
露出真诚与朴实。

谈到获评“2018年度感动重庆十大
人物”的感受，他们有些不好意思，一直
说着感谢。吴贵生说，只是做了自己的
本职工作，却得到了这么多的信任，很
感动，以后能做的就是认真工作来回馈
社会。

解一香则谈道：“景区是家乡的一部
分，游客是来看美景的，美景中有垃圾，
心里总归不舒服，既然干了这一行，就
要坚持干好。就像在悬崖上拉绳子，不
能没力气了就随便放手，还得坚持下
去。”

当天的颁奖典礼结束，吴贵生夫妇
便匆匆赶回酒店，收拾好行李，第二天天
还没亮便搭着最早的班车赶回老家，继
续回到岗位守护青山绿水，而他们的故
事也会继续在景区里上演。

龙缸风景区保洁员吴贵生、解一香夫妇——

悬崖壁上一根绳 紧系这对“蜘蛛人”
本报记者 杨铌紫

去年，云阳普安恐龙地质公园综合
建设一期项目被纳入“2018年市级重点
年度建设项目名单”。恐龙化石群得到
更好发掘、保护和利用的背后，离不开市
人大代表的呼吁。

在去年初召开的市五届人大一次会
议上，市人大代表赵明华提交了《关于云

阳普安恐龙化石群发掘保护及利用的建
议》，建议将云阳恐龙地质公园建设项目
纳入市级重点项目实施管理，同时把控
好项目建设形势，畅通项目融资渠道，更
好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规模如此大的恐龙化石点是极佳
的科普教育基地，也有利于推动文化旅

游事业发展。”赵明华认为，恐龙化石群
能够给云阳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帮
助，但恐龙地质公园项目建设资金投入
巨大，云阳自身财力有限，除该项目的旅
游开发部分可以招商引资外，恐龙化石
的发掘保护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渠
道十分有限。

为此，赵明华提出了两方面建议。
一是将云阳普安恐龙地质公园纳入市级
重点项目实施管理，协调整合有关市级
部门在发掘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给予支持。二是在明确云阳县人民政府
为恐龙地质公园建设主体的基础上，畅
通项目融资渠道，搭建多元化投融资平
台，引进国有大型企业投资参与项目建
设，协调银行及融资平台积极予以贷款

或融资支持。
该项建议受到市级层面的重视，由

原市国土房管局承办。去年2月，云阳县
普安恐龙地质公园综合建设一期项目被
纳入“2018年市级重点年度建设项目名
单”，项目建设周期为2018-2020年，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建设云阳普安恐龙化石
公园基础设施、恐龙化石博物馆、恐龙化
石保护基地等。

下一步，有关市级部门将积极指导
云阳县政府实施好项目建设，通过积极
推荐申报化石集中产地等多种方式争取
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加大市级财政专项
资金投入力度，提升云阳普安化石科学
研究价值，提高恐龙化石科学普及能力，
助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一份建议让普安恐龙不再沉睡
本报记者 颜若雯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杨骅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反复、耐
心动员贫困户完成D级危房改造、为贫困户姐妹解决上学之忧等
故事，体现了他的平凡和伟大，更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党员对党忠
诚、心系群众、克己奉公的本色。”1月14日，在听完“家国大爱
公仆情怀”——重庆市优秀扶贫干部杨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巫
山专场后，该县双龙镇笔架村“第一书记”左强如此说道。

报告会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市农业农村委、市扶贫
办、忠县县委联合主办。当天，来自巫山机关、镇街及企事业单位
的近5000余名干部群众分别在主会场和分会场聆听了报告。此
外，还有10万人左右通过网络直播同步收看了本场报告会。

2017年，双龙镇被确定为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当
年9月，来自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的左强被派驻到双龙镇驻村
扶贫，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农村工作。进村那天，他了解到全村
只有一条通往村委会的硬化水泥路，仅4.7公里，很吃惊，也感到
压力很大。

这一年多以来，左强带领村民修建硬化水泥路11公里，人行
便道24条16公里。目前还有17.5公里的水泥路正在修建中，预
计将于今年底完工，实现社社通。

在产业发展上，除了主导产业脆李外，左强结合当地林地多
的特点带领群众发展了林下养殖土鸡项目，目前规模已达5500
只。“如今通过到外地考察，我们准备新增一个多花木兰的种植项
目，这个产业经济效益较高，一亩可收益1500元。”左强说，目前
村里的产业已覆盖全部贫困户，通过产业带动，他们户均可增收
2000元左右。

此外，左强还特别重视党建工作，进村后，他将每月10号定
为党员主题活动日，组织大家加强政策学习。“今后的工作中，我
将不断激活群众内生动力，带动起他们想发展、搞发展的积极性，
高质量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左强说。

市优秀扶贫干部杨骅
先进事迹报告会走进巫山

本报讯 （记者 周尤）1月1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2019年
职工互助保障工作会上获悉，去年职工互助保障工作实现申领单
位、人次、金额稳步增长。全年累计参会单位11176家，入会会员
106万余人，筹集互助金1.16亿余元，与2017年相比，参会单位
数增长10.64%，筹集资金增长18%。全年互助金申领共计3.2万
余人次，申领金额6504万余元。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重庆办事处（以下简称重庆办事处）
有关负责人介绍，除了为职工提供常规互助保障外，重庆办事处
还积极为广大会员提供具有互助互济特点的普惠性、常态性、精
准性服务。“去年重庆办事处总共开展了4大类活动，分别是困难
会员慰问活动、健康公益体检活动、重疾会员康复治疗活动和健
康公益系列活动。在慰问活动中，我们配合市总工会慰问困难
会员及家属 2824 人次，发放慰问金 415.1 万元，发放助学金
101.6万元，惠及困难会员子女127人。此外，我们组建互助健
康医生联盟，通过在微信公众号上开辟‘问医生’专题栏目，提
供在线问诊、视频讲座等咨询服务，去年医生联盟的咨询服务
达到2万余次。”

据了解，今年我市职工互助保障工作将稳步扩大参会率，重
点抓住“两大一小”，即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两大领域和200
人以下的小型非公企业。

为给职工提供互助保障

去年重庆筹集资金1.16亿余元

距离地面718米的玻璃
景观廊桥悬崖下，是吴贵生
工作的地方，他常年用绳子
拴着自己吊在半空捡垃圾。
而身处崖顶的妻子解一香则
是他的安全守护者——虽
然紧皱眉头但她会死死拉住
绳子

吴贵生（左）、解一香夫妇。 （市委宣传部供图）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月1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四川
美术学院获悉，该校公共艺术学院在龙门浩老街进行首次毕业生
在地艺术创作，学子们用多种方式表现的公共艺术作品，为这条
历史老街增添文化底蕴。

清末时的重庆城、江中奔忙的轮船、江边载货的小木船……
在龙门浩首开区的入口处，是一件极具冲击力的公共艺术作
品——《开埠之鸣·时空拉链》。这件作品颇具创意地在墙壁上
用拉链的方式“拉”开一副画作。这幅画用室外专用丙烯在墙壁
上描绘出清末时重庆开埠的场景。巨大的画作前，还有几尊背、
扛、抬货物的雕塑，反映出当时重庆开埠后繁忙的运输场景。

“重庆在1891年开埠，龙门浩码头是中国最早对外开埠的内
陆通商口岸。”四川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教师王松介绍。为了
体现这条老街厚重的文化记忆和独特的文化品位，2018年南滨
路管委会与四川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签下培养应用型人才合
作协议，由该学院毕业生在龙门浩进行毕业作品在地创作。该学
院15名毕业生在王松的指导下，花费一年多时间，在龙门浩首开
区创作出20多件雕塑、5幅壁画等综合性公共艺术作品。

在地创作20多件艺术作品

川美学子龙门浩老街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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