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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问题

为导向，提出了4份
建议，均受到国家相
关部委关注，并得到
了满意的答复，让我
深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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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转化过

程中的股权激励提出建
议。重庆市级有关部门
积极响应，出台相应政
策，对股权激励予以明
确，激发了科研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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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代表这一年”——

肩负人民重托 朝着梦想奋力奔跑
本报记者 陈国栋 周松

全国人大代表吴彦

科技创新拓宽乡亲致富门路
“一年过去了，我又来到

全国两会的会场。”全国人大
代表、重庆酉阳桃花源街道天
山堡村委会主任冉慧说，作为
一名新代表，她深知责任重
大，“我希望自己能更好地履
职尽责，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
托。”

去年全国两会闭幕后，冉
慧回到了家乡天山堡村。回
到家乡后，冉慧没有清闲下
来，而是第一时间来到机关、
学校、社区等，开展多场宣讲
活动，将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
庆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结合自己现场聆听总书记
讲话的感受，以及自己参加全
国两会的经历，用深情、朴实的
话语讲给家乡的老百姓们听。

“1个多月时间，我连续讲了12
场。”对部分行动不便的老党
员，为了让他们也能及时了解
中央精神，冉慧还专门上门进
行宣讲。

一年来，冉慧不断加强自
我学习。为了第一时间掌握国
家方针政策和惠农政策等，每
天的《人民日报》《重庆日报》，
央视《新闻联播》等，冉慧一定
不会错过。同时，她积极参加
由全国人大组织的各项履职培
训班，认真学习《代表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并特地向老代表
们请教。积极参加市人大组织
的调研活动以及法院、检察院
组织的调研活动。通过多方学
习，受益匪浅，使她对人大代表
的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得以明

显增强，工作方法、调研能力和
建议水平不断提高，大大提升
了她履行代表职责的能力。

作为一名村委会主任，冉
慧不忘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带
领乡亲致富上，干得有声有
色。

酉阳地处武陵山腹地，自
然风光绚丽，风景宜人。近年
来随着旅游开发，酉阳桃花源
5A级旅游景区逐渐成为一片
吸引中外游客的旅游热土。
冉慧所在的天山堡村紧邻桃
花源景区，优越的地理位置，
为他们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了
条件。

在冉慧带领下，村里将村
民们闲置的房屋等，通过集体
租赁等方式整合，打造成以“桃
源人家”品牌为代表的农家乐，
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为百姓搭建起致富
平台。

“去年，我结合自身工作，
以问题为导向，提出了4份建
议，均受到国家相关部委的关
注，并得到了满意的答复，让我
深受鼓舞。”冉慧说，今年全国
两会前，她继续坚持以问题为
导向进行调研，深入田间地头、
社区村落，听群众心声，谈改革
变化，精心梳理并形成了关于
将渝湘高铁重庆市黔江-酉阳
段纳入国家铁路规划建设等多
份建议。

“我将努力把基层群众的
声音带到全国两会上，为国家
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冉慧说。

3月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召

开首场专题记者会，主题为“我当代表这一年”。

记者会上，吴彦 、史浩飞、冉慧、张杰四位全国人

大代表，畅谈他们过去一年的履职工作。一年来，代表

们一边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传达下去、落到实处，一边倾

听群众的呼声要求，努力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在

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在为民服务中担当尽责，在新时

代人大工作中贡献力量。

在北京的这几天，全国人大代表、重
庆派森百橙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彦 ，
一边忙着为全国两会作准备，一边抽空
催促公司在以橙花制作护肤品的项目上
加紧研发。

“多一个新产品，就意味着为老百姓
致富增收拓宽一个门路。”吴彦 说，相
关试验一旦成熟，公司就会向果农收购
橙花，让产品走向市场。

“我们公司与农户建立起了很强的
利益联结机制。”吴彦 告诉记者，公司
在重庆涪陵、渝北、忠县等8个区县管理
着22万亩柑橘产业基地，涉及果农10多
万人。与很多农业产业化公司不同的
是，派森百并没采用租地、让农民在土地
上务工的方式，而是公司与农户签订包
产包销协议，也就是土地使用权与果树
仍是农户的，但果树的科技投入、养护规
则、成本控制等管理属于公司。到了收
获季节，公司会对整棵树的果实进行收
购，让果农有稳定的收入。而新产品的
推出，延伸了产业链和价值链，无论对公
司和果农而言，都是好事。

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吴彦 提出通
过种养结合建设生态循环产业链实现精
准扶贫的建议。一年来，公司与果农合
作，利用柑橘皮渣有机饲料进行生猪无
抗生素试验养殖，对每亩柑橘林地承载
散养生猪能力、生猪粪便处理利用、散养
和圈养时间的合理结合等内容进行了多
次试验并制定了标准。

吴彦 表示，公司计划今年开始逐
步推广这个种养结合模式——公司免费
为农户提供仔猪、柑橘皮渣有机饲料、生
猪保险和日常技术指导。10个月后，公
司向农户收购生猪时，按猪的数量支付
报酬。农户饲养一头猪，可收入500元
左右。

她说，在围绕科技创新延长产业链
上，公司一直在向前奔跑。经过摸索，公
司让柑橘从亩产五六百公斤增长到
2000公斤，与此同时，成本却从一亩600
多元降到300元左右；通过自主研发，公
司实现了国内非浓缩冷鲜橙汁产业无菌
大罐技术的首次产业化运用；利用柑橘
皮渣有机肥种植蘑菇、用橙肉制作果酱，
柑橘皮丁出口日本、欧洲等。

吴彦 说，过去一年，公司申报各项
专利 39 件，专利数量较 2017 年增长
52%，企业现已拥有的和正在申报中的
专利总量达120件。这些专利逐步转化
到产业中，让公司的甜蜜产业更加兴旺，
让果农持续稳定增收，为促进脱贫攻坚，
推动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

巡回参加全国两会精神宣讲；参加
20多次执法检查、调研，2018年，吴彦
一直在努力奔跑。

为助推美丽乡村建设，今年全国两
会，吴彦 带来了关于持续支持田园综
合体发展等建议。正在忠县建设的三峡
橘乡田园综合体是全国首批18个国家
级田园综合体项目之一，也是重庆市和
三峡库区目前唯一的国家级田园综合
体。

吴彦 说，田园综合体目前在国内
还处于初级阶段，产业链延伸的空间十
分有限，需要龙头企业充分挖掘各种农
业、农村资源，包括历史、文化、风俗习
惯、生态等，建议健全相关配套政策，推
动农业经济向纵深发展，使田园综合体
真正“综合”起来，让美丽乡村更加具有
文化厚度，让乡村在发展中实现产业、文
化与生态的互促共赢。

“未来繁花似锦，源自我们当下之努
力。加油2019，翻山越岭，继续前行！”
吴彦 在微信中这样写道。

“去年全国两会上，我近距
离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备受鼓舞。”全国人大代
表、重庆轨道集团有限公司运
营三公司工务维保部副经理张
杰说，一年来，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言犹在耳，激励着我在自己
的岗位上奋发有为，以实际行
动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

“作为一名新代表，我积极
参加了全国人大和市人大组织
的代表履职培训班，让我更深
入更清晰地了解到人大代表的
责任。”在张杰看来，作为人大
代表，知识面一定要广，在与老
代表的交流中，他深刻感受到
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为此，他
努力学习，不断提升自己。

“去年两会后，我先后在
自己所在单位和系统开展了
30余次宣讲，将总书记对重
庆的殷殷嘱托和两会精神传
递到广大基层队伍中。”张杰
说，在努力干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他还积极参与了法院、检
察院等组织的交流座谈会，丰
富了自己的法律知识，提高了
履职能力。

“去年，个人所得税减免等
新政的实施，给老百姓带来了
更多实惠。”张杰说，作为一名
人大代表，他目睹了这些新政
策、新法规对人民群众的影响，
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为此，他希

望自己能够更好发挥代表职
责，想百姓所想，谋百姓所谋。

“今年，我带来了将轨道交
通户外夜间作业纳入特殊工种
等建议，这些建议，正是来源于
我这一年的工作和调研走访。”
张杰说，作为一名来自轨道交
通系统的代表，他十分关注轨
道交通行业的发展。在日常工
作中他了解到，轨道交通有许
多户外夜间作业的岗位，这些
岗位每天最忙碌的时候正是凌
晨1点到4点之间，因为这个
时候轨道交通停止运行，维修、
检修工作不会对人们出行带来
影响。“但是这个时间段，正是
最冷、最潮湿的时候，对人体的
伤害也最大。”张杰负责的单轨
道岔维护维修和技术改造工
作，也主要是在这个时间段进
行，相比于一般轨道交通，单轨
的许多轨道都在高空中，因此
半夜作业难度更大。

“据了解，铁路系统分工很
细，有许多特殊工种，但是轨道
交通系统的特殊工种就很少。”
张杰说，未来他还要去铁路系
统详细了解工种分类，为轨道
工人鼓与呼。

“作为基层工人代表，在这
一年的履职尽责中，我深深感
受到，我的能力离广大人民群
众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张杰
说，他还要努力学习，吸纳更多
民智，为基层技术工人发声。

“今年全国两会，我将围绕提升原始
创新能力和科研成果转化等提出建议。”
记者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重
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微纳制造与系统
集成研究中心主任史浩飞说。

为破解核心技术难题，这位80后科
学家，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原始创新研
究。在他看来，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原始创新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基础
和源泉。

“加强原始创新，必须加强基础研
究。”2018年，史浩飞在基础研究上投入
更多精力，在石墨烯的研究上不断进
步。同时，他也努力推动成果转化，研制
由石墨烯材料制成的传感器、光电探测
芯片等产品。

史浩飞说，做科研如果基础没打好，就
不容易出成果。当科研成果进入生产线
后，要使材料得到本质上的提升，还需要从
材料的原理、机理上进一步加强研究。

“这一过程需要时间，有时还比较漫
长，需要沉心静气，多积尺寸之功。”史浩
飞说，做好科研需要营造好的环境。在
去年全国两会上，史浩飞就科技转化过
程中的股权激励提出建议。重庆市级有
关部门积极响应，出台相应政策，对股权
激励予以明确，激发了科研工作者干事
创业的劲头。

“积累不够、评价不够科学、产业链
未打通等仍是制约当前国内原始创新的
短板。”围绕如何提升国家的原始创新能
力，过去一年，史浩飞走访了很多高校和
科研机构，并与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进
行了座谈和交流，系统了解影响原始创
新的症结。

他说，特别是在评价方面，现在很多
评价体系促使年轻人着重追求虚的、浮
夸的成果和奖励，如片面追求论文数量
等，“耐不住寂寞”。“功底没练好，想要催
生高水平的成果，难度是很大的。”

史浩飞举例说，调研中，他在一所
高校了解到这样一个事例：学校的一名
教授构想了一款新型电子显微镜，如果
该设备研制取得成功，将在空间分辨率
和时间分辨率上达到很高水准，可极大
促进材料、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研究。
为此学校为他专门组建了一个科研团
队。由于这个科研项目周期较长，短
期内难以有突破，而团队中的成员又以
副教授和讲师为主，他们需要尽快出成
果才能发表论文，进而在职称方面获得
提升。一直见不到成效，团队中的一些
成员中途退出，新来的成员又不太熟悉
情况，致使整个研究的进度受到一些影
响。

为此，他建议，国家在进行科研评价
时，应考虑成果的不同形式，在某些领域
减轻对论文数量等的关注，将更多的重
心放在科研对国家乃至世界的实际贡献
上，好让科研工作者潜心搞科研。

在产业链打造上，史浩飞建议打通
原始创新、基础科学研究、关键技术、应
用的链条，避免出现做技术的只关心抽
象的技术，而做产品的则苦于找不到高
新技术而常常开发一些低端产品等现
象。

史浩飞表示，科研工作者应该把个
人兴趣与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站在更
高的层面来审视自己的科研工作，才能
做出更有价值的科技成果。

全国人大代表冉慧

四份建议得到国家部委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史浩飞

为营造更好科研环境而努力奔走
全国人大代表张杰

更多为基层技术工人发声

聚民意、传民声是人大代表的职责所在。
今年全国两会上，记者在采访中深切

感受到代表们特别关心如何反映群众的意
愿。

作为一名从事农业产业的基层代表，重
庆派森百橙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彦 说：“我
特别关心基层的声音。”她今年准备提交的
4 份建议，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和持续支持田园

综合体发展等，无一不关乎民生，“让柑橘产
业更加兴旺，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这就
是基层最真实的声音。

杨帆代表建议给社区年龄偏大、文化偏
低、缺乏技能的市民提供切合实际的培训服

务，“我会将他们的呼声整合进我的建议。”
传递民声为民生。只有真正走进基层去

了解基层，才能听见真实的民声。
史浩飞代表一年来特别关注原始创新

的基础研究，走访了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

系统了解影响原始创新的症结。他要反映
的也正是“改革成果评价体系”这个“基层的
声音”。

传达基层声音是为了解决民生诉求。冉
慧代表去年参会期间提出的“加大重庆易地
扶贫搬迁支持力度”建议，得到了国家相关部
委的关注和落实。其中，酉阳就有9000人从
中受益。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
去。来自重庆的这些代表正在扎实地履行自
己的职责。

传递民声为民生
□杨光毅

两会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