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推广阅读
这件事，没有终
点，我会一直在
路上！

任竞

2019年，写在一线的“委员作业”

如何让更多的人享受阅读乐
趣，让文化的种子在重庆生根发芽，
让阅读成为吃饭呼吸般自然的事
情？

这是市政协委员、重庆图书馆
馆长任竞这些年一直在推动的大
事。

任竞说，这似乎是一个看得见
的梦想——以全民阅读提升城市精
气神。

在他看来，一座城市的书店是
很能体现其文化氛围的。“以前，重
庆几乎很少有外来的民营书店，现
在书店多了起来，人们有了阅读学
习的场所，整座城市的精神气质也
得到了提升。”

如何让文化的种子长留重庆？
去年1月举行的市政协五届二

次会议第二次大会上，任竞作为市
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副主任，代
表该专委会作了《以全民阅读引领
我市人文精神美》的大会发言，建议
政府加大对我市民营书店的扶持力
度。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看电
子书了，因为更方便也更便宜。但
这给实体书店的经营带来了很大的
困难，很多书店目前都处于亏损状
态，难以支撑。”从两年前开始，任竞
就一直积极发挥自己政协委员的力
量，在各种场合为发展民营书店鼓
与呼。

2018年，任竞撰写的《关于促
进我市民营书店发展》提案，获得了
有关部门的重视。在一批像他一样
关注着民营书店发展的文化界人士

的推动下，2019年6月，由市委宣
传部、市新闻出版局、市发展改革
委、市教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重庆
市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施意
见》，为助推民营书店发展增添了制
度保障。

为培育城市阅读氛围，打造书
香重庆，任竞还带领重庆图书馆通
过开展一系列全民阅读活动，将阅
读推广到市民日常生活之中。

热闹繁华的商圈、人流汇聚
的交通枢纽站、熙熙攘攘的购物中
心……重庆图书馆通过“行走的图
书”活动，将图书搬到商场、邮局、文
化场馆等公共场所，让身在繁忙都
市中的市民也能利用通勤和休闲时
间，重拾油墨书香。24小时城市书
房、“重图到家”线上活动以及和新
华书店联合开展的“你阅读我买单”
等活动，让阅读更常态化，更便民，
更受欢迎。

农村偏远地区同样不能遗忘。
任竞积极牵头召开图书馆界扶贫工
作会，不断探索“图书馆+精准扶
贫”“文化旅游+精准扶贫”等新路
径。去年，他带队前往开州和酉阳
农村地区，开展“书香逐梦乡村行”，
通过“馆长读报”的形式，给农村里
的留守老人讲党的新政策，给孩子
们上快乐阅读课。

如今，市民阅读氛围更加浓
厚。任竞透露，2019年重图到家新
办读者证6619个。你阅读我买单
更是服务读者达15513人次。

“推广阅读这件事，没有终点，
我会一直在路上！”

市政协委员、重庆图书馆馆长任竞

以全民阅读
提升城市精气神

“宏霖美食，香飘港都。源于万里长江，
成自天生云阳。”2019年8月16日，市政协委
员、重庆市宏霖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谭
晓红在微信朋友圈这样写道。当天，她把在
云阳生产的农副产品带到香港参加香港美食
博览会，受到当地餐饮企业和商行的好评并
展开合作。

“大山里的‘土疙瘩’，成了大家眼中的
‘香饽饽’！”回想11年前从深圳返乡创业初
衷，谭晓红坦言，就是希望发掘大山里“土货”
价值，带动父老乡亲致富奔小康。

2008年，原本在深圳当老板的谭晓红决
定回乡创业。她利用云阳是农业大县的优势
条件，调动农户发展种植、养殖产业，收购这
些优质的农特产品，利用自己的食品加工厂
加工，然后通过多年来在广东建立的成熟销
售渠道为农户卖农副产品，在发展产业的同
时带动农户脱贫增收。

当初回乡建厂，谭晓红没有选择交通便

捷的工业园区，而是选址交通不便、距县城一
个小时车程的老家凤鸣镇陈园村，她说这绝
对是出于“私心”——让这个特困村不再贫
困，老百姓家门口能就业。

陈园村村民甘国燕就是因此受益的其中
一人。在到宏霖食品有限公司上班之前，甘
国燕家因为缺乏致富的手段和技术，家庭相
当贫困。谭晓红为他们一家人免费培训技
术，提供岗位。甘国燕后来也由普通工人升
为领班，再到生产主管，成为公司骨干。
2018年在谭晓红的帮助下，甘国燕自立门
户，成立调味品有限公司，去年产值达到300
多万元，吸纳就业30多人。

如今，谭晓红的公司已成为渝东北地区
集种植、养殖、加工、研发、销售于一体的现代
化农产品加工企业，年加工调味品规模2万
吨，年屠宰加工肉鸡规模1000万只，年加工
肉制品5万吨，为附近村民长期提供200多
个就业岗位。

市政协委员、重庆市宏霖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谭晓红

让更多村民
实现家门口就业

“参加政协组织的‘双走进双服务’活动、
参加针对基层医生的培训讲座和社区义诊、
利用休息时间积极调研撰写提案……”谈到
一年的履职工作，市政协委员，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代谢病科主任、教授刘
东方说，这一年特别充实，最关心的还是老百
姓看病方便不方便的问题。

刘东方坚信提案要从脚底板上来，为此，
一年来她一次次走访基层医院。

作为致公党员，她参加了致公党渝中区
社会服务专委会活动，到区县参加义诊，组织
每月一次的免费糖尿病患者知识讲座。通过
这些方式，增加大家的糖尿病医学知识，在家
门口享受便捷的医疗服务。

“只有在下基层与老百姓面对面时，才能
知道基层医疗的不足，知道老百姓看病难难
在哪儿，才能对症下药，提出可行的提案。”刘
东方说。

针对患者反映强烈的重医附二院江南院
区周边交通难题，她呼吁尽快完善公共交通

配套建设，方便广大群众就诊。
她发现，网络上宣传健康知识信息、医疗

保健信息的自媒体公众号多如牛毛，但是很多
信息是矛盾和错误的，公众很难准确辨别。为
此，她准备在今年全市两会上提交一份关于

“规范新媒体自媒体健康知识宣传”的提案，呼
吁加强对自媒体医疗公众号传播健康知识的
监管，从而达到对公众的正确医疗科普。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的应用，刘东方对推进智慧医疗体系建设特
别关注。在她看来，目前重庆市卫健委和多
家医院在推进智慧医疗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取得了不少进步，但要做到全要素、全
流程、全链条的系统优化，整个重庆医疗的智
慧化程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她建议，下一步要进一步打破不同医院
之间的信息化壁垒，大力应用公共卫生资源
加强对院外患者的慢性疾病的管理，健全全
市通用的便民医疗预约系统，让老百姓享受
更多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市政协委员、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
代谢病科主任、教授刘东方

最关心老百姓
看病方不方便

“如今，人们对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
度越来越高，作为政协委员，我也常常关注并
思考这些问题。”市政协委员、西南大学地理
科学学院副教授田永中，特别关注生态环境
的建设与保护，他准备在今年两会上提交相
关提案。

田永中说，当前我市正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把重庆打造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
重要指示精神，《重庆市城市提升行动计划》
也将城市生态建设作为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
抓手之一。

正在渝北区水利局挂职锻炼的他，注意
到我市目前对城市生态水体的规划建设力度
不够。

在参与市政协组织的城市污水治理、缙
云山的综合整治明察暗访监督调研过程中，

田永中发现，目前我市更关注的是“大
水”——长江、嘉陵江的两江四岸“清水绿岸”
建设，忽略了城市内部“小水”——人工生态
水体的建设。

比如在歌乐山与南山之间的南岸区、巴
南区、渝中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
的城区内部，很少有大于3公顷的城市水体。

为此，他形成了《关于推进我市城市生
态水体建设的建议》的提案。“重庆城市内
沟谷众多，拥有建设城市人工水体得天独
厚的条件。”田永中建议，结合目前我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部门、水利部门正在开展的国土
空间规划、水利基础设施空间布局规划编制
工作，科学选址、合理规划布局城市人工生
态水体，从源头上为城市生态建设提供水源
保障。

市政协委员、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田永中

呼吁推进建设
城市人工生态水体

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养老成
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如何进一
步让老年人尤其是慢性病的老年人
安心养老，市政协委员、重庆两江民
生医院院长刘光励认为，一个很重
要的举措就是要真正解决医养结合
养老服务的问题。

过去的一年，刘光励不仅参与
了市政协关于全市康养产业发展的

“一号调研”，还利用节假日走访了
主城11个不同类型的养老机构。

“对高龄、失能和半失能人员，
选择养老院还是医疗机构养老，是
个难题。”通过走访调查，刘光励坦
言，通常老人送养老院如果出现就
医需求时，家属就会忙上忙下，非常
辛苦。送医疗机构则存在住院条件
与住院时间限制的医保政策障碍，
出入院手续繁琐等难题。

究其原因，刘光励认为，主要还
是医与养没有有效结合。“医是医，
养是养。医与养的结合还不深入，
还存在体制机制障碍。”

刘光励认为，其中最主要的“症
结”在于管理部门不统一。“养老机
构的管理机关是民政部门，其重点
是‘养’；从事养老服务的医疗机构
管理机关是卫生健康部门，其重点
是‘医’。”

管理部门不同使得享受的政策
不一。刘光励调研发现，民政部门
管理的养老机构，目前优惠扶持政
策较多，从建设到营运都有一定的
财政补贴和水、电、气的价格优惠。
而卫生健康部门管理的医疗机构，
从事养老服务则无法享受民政部门
出台的优惠扶持政策；同时，卫生健
康部门管理的医疗机构从事养老服
务时可以利用医保政策为患者提供
医保服务。而民政部门管理的养老
机构即使能提供医疗服务也很难为
患者提供医保服务，除非将患者转
入医疗机构。

“老年人的养老问题通常要求
养老和医疗的支持。”刘光励看到，
由于医、养的事实分离，给老年人及
其家属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刘光励表示今年两会上将继续
建言加快推进医养结合的养老服
务，解决高龄、失能和半失能人员的
医和养问题。

他建议，市级层面应做好顶层
设计，统筹医疗与养老服务资源，消
除医与养不能有效结合的体制机制
障碍，进一步提升医养结合服务能
力，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不断
提高老年人及其子女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市政协委员、重庆两江民生医院院长
刘光励

走访11个养老机构
建言推进医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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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呼唤新作为，新作为成就新辉煌。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重庆发展极不平凡的一
年。这一年，广大市政协委员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主体作用，为
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贡献政协智慧力量。全市两会前夕，重庆日报记者走访
部分来自一线的市政协委员，感受他们的责任、使命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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