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当代表要
多到选区走走，
常回‘娘家’看
看。只有深入到
选民中间，才知
道群众所思所
想、所忧所盼。

彭德利

我当代表这一年——

做足功课 带着民声上两会
编者按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一年来，800多名市五届人大代表
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履职尽责。他们扎实的履职成绩，为开好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打下了坚实基础。连日
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了部分市人大代表，听他们讲述“我当人大代表这一年”的履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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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相关
部门关注农村
留守儿童的教
育问题，给他们
提供更好的学
习环境。

黄长秋

‘‘ 我会持续
呼吁加强对困
难群众的心理
帮扶，这在现阶
段十分重要。

邹敏

‘‘ 人大代表
是人民选出来
的，就是要为人
民做事。

朱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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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临近，黄长秋代表更忙了。1月7
日上午，他刚调解一起村民矛盾纠纷，还没
回到办公室，听说有村民找他，便又赶了过
去，一直忙到下午两点半还没来得及吃午
饭。

过去，对于黄长秋来说，带领群众脱贫
致富就是最好的履职尽责方式。近几年随
着村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黄
长秋更多关注村民的生活质量了。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是乡村振兴中的一
个重要环节。为了改善江津区石门镇李家
村村民的人居环境，黄长秋没少想办法。
他一有空就去村民家里串门，听取民声。
与他们交流后，黄长秋发现，村民们都希望
村里环境好，但不知道改善生活环境的具
体方法。

“这就要靠引导了。”黄长秋在村里设
置了两个示范点，专门指导村民如何改善
生活环境——从每家每户的室内卫生，到
房前屋后的卫生负责区域，再到村上道路

的清洁维护，他一步步地教。经过一年的
努力，李家村的村民都知道了该怎么去维
护日常环境卫生。

农村留守儿童在李家村较为普遍。黄
长秋前往镇上一所中学调研时了解到一个
故事：一名留守学生想买一些文具，她的爷
爷奶奶不同意，认为这是“乱花钱”。小女
孩难过的表情给黄长秋带来很大触动——
这样的教育方式是否会给孩子的内心造成
创伤？

“没有一个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很多留
守儿童有什么事都在心里憋着，思维容易
走向极端，这是我作为人大代表应该重点
关注的事情。”今年全市两会，黄长秋将提
交“关于在农村中小学设置法制副校长的
建议”，呼吁在农村施行检察长担任中小学
法制副校长制度，帮助孩子们开导思维，舒
缓心灵。此外，他还将呼吁相关部门关注
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给农村留守儿
童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

市人大代表、江津区石门镇李家村村委会
主任黄长秋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后
更加关注生活质量提升

两会临近的前几日，彭德利代
表把自己“关”在了办公室里。这是
她的一个习惯。

彭德利是市三届、四届、五届人
大代表。为了充分反映群众心声，
每次人代会前，她都会暂时“闭门谢
客”，总结整理近期在基层走访时收
集到的社情民意，写好建议。

去年，彭德利向市人代会提
交了关于加强对贫困精神病人救
助、加强三江流域跨区域污染治
理、加大乡村振兴建设基础设施投
入、推进公立幼儿园建设、加强新
建小区容积率和绿化率监管等多
项建议。

“当代表要多到选区走走，常回
‘娘家’看看。只有经常深入到选民
中间，才知道群众所思所想、所忧所
盼。”彭德利说。这一年，她以脚步

“丈量”民情，到街头巷尾、社区楼
院、农村院坝收集那些最“接地气”、
最贴近人民需求的意见建议。

当了解到梳铺村的建卡贫困户
尹万辉因妻子患有精神病，家庭生
活困难时，彭德利去尹万辉的家里
实地考察。看到他们住在山梁上，
房子也破烂不堪，立即帮他们申请
了D级危房改造。第一次见到尹万
辉的妻子时，彭徳利发现她目光呆
滞、面无表情。此后，彭德利就经常
来看望她，跟她说说话，并向市人代
会提交了“加强对贫困精神病人救

助”的建议。
经过这两年至少每月一次的

沟通，现在尹万辉的妻子已经有
了与正常人相同的交流能力，甚
至能帮丈夫做一些简单的农活。
尹家的房子也迁建到了村里的公
路旁边，交通十分便利，一家人高
兴得不得了。前段时间，危房改造
的政府补助涨了，彭德利在第一时
间告诉尹万辉。“看到他们欢欣鼓
舞，我充满了成就感和幸福感。”
她说。

除了真真切切为民代言，彭德
利时刻要求自己要实实在在地为民
办实事、做好事。2019年，石鼓坝
社区的群众等来了“迟到”多年的公
交车；合川区行政大厅水、电、气窗
口“三网合一”，极大方便了办事群
众……这都是彭德利撰写代表建
议，市区两级人大常委会有力督办
和相关部门大力支持的成果。

今年的市人代会，彭德利做了
充分准备，已写好3份建议：为全市
65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发声，推
动健全老年人健康保障工作，落实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针对上级
部门安排给社区的事务越来越多
的问题，建议建立社区挂牌备案审
批制度；加强规范餐饮业油烟净
化、排放、消音设备，减少餐饮业油
烟污染和噪音污染扰民，提高群众
满意度。

市人大代表、合川区南津街街道人大
工委办公室主任彭德利

深入选民中间
收集“接地气”的意见建议

去年，綦江区产出的辣椒每公斤售价
涨到了3.8元左右，比前年增加了1元多。
朱光伟带领企业全部兑现了去年年初签订
的收购合同，累计收购萝卜3000吨、辣椒
8000吨。

“一亩地产出辣椒1800斤至2000斤，
农户每亩地比前年增收了一千多元。”过去
一年，来自企业界的朱光伟以推动农业产
业化的方式助力当地群众脱贫攻坚，取得
了积极成效。

“辣椒在播种及种植过程中，对技术要
求较高。如果没有农技专家全程支持，收
成可能不太理想。”去年，朱光伟提交了相
关建议，推动綦江以专业合作社或村为单
位，集体种植辣椒。在种植过程中，区农委
派出农技专家给予指导，朱光伟所在的企
业与专业合作社签订收购协议，确定最低

保护价，确保老百姓种植积极性不受打击。
“下一步，我们还要建辣椒基地、萝卜

基地。利用企业的专业力量，为农户总结
种植经验。”朱光伟表示，按照企业计划，预
计3年后，他所在的企业辣椒收购量将达
到10万吨，萝卜收购量也将上7万吨，“届
时，我们綦江农户种植的辣椒和萝卜不愁
销路。”

去年，朱光伟还对口帮扶了綦江永城
镇灜山村贫困户王祥明一家。结对后，朱
光伟帮助王家修缮了房屋，坚持每月上门
探访，并主动承担起王家在读职高的儿子
的学费和生活费。

“人大代表是人民选出来的，就是要为
人民做事。”朱光伟说，他将继续通过企业
与农户开展产品销售合作的方式，助力脱
贫攻坚，帮助更多群众致富增收。

市人大代表、重庆市德宜信实业集团董事长、
重庆饭遭殃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光伟

以农业产业化
助力当地群众脱贫攻坚

担任市人大代表两年多来，席家庄多
次参与义诊义检，他率领的医务工作者团
队共计义诊义检230次，送医送药约合20
余万元。

“作为一名来自卫生系统的人大代表，
面对的是广大患者，要履行好代表的职责，
就必须深入到临床一线，加强与患者的联
系和沟通，把他们反映强烈的社会热点难
点问题作为建议的内容。”席家庄说。

担任市人大代表以来，他多次到周边
区县医院调研，认真思考并梳理归纳信息、
资料后，提交了“关于新生儿疾病筛查实施
免费的建议”“关于规范医疗损害鉴定机构
和鉴定人资质的建议”“关于加强重视临终
关怀事业发展的建议”“关于加快推进‘医
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建议”“关于加强保健
品监管、规范保健品市场的建议”等多项建
议。这些建议均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
视和正面回应。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养老工作，出
台了相关文件，一些区县也根据文件精神
开设了一些医养结合融合发展的养老机
构。”他说，以他所在的大足区人民医院医
养结合养护中心为例，中心除设置有基本
的娱乐、康复、护理、文化等设施外，还设有
CT、MRI、检验、全科医学科病房、康复理
疗科等医疗设施设备，每周都有康复医师、
全科医师、心理咨询师、护士一起对全中心
老人进行诊疗，基本解决了养护中心老人
的康复、医疗和健康需求。

“但是，公立医院养老机构地位仍然不
明确。”今年，席家庄将继续关注“医养结
合”养老结构的推进问题，努力推动养老事
业健康持续发展。

席家庄表示，在未来履职过程中，他将
带领团队，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聚焦健康卫
生事业，忠诚履职，发挥一名人大代表应有
的作用。

市人大代表、大足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席家庄

把患者反映的
热点难点问题带到会上

2019年，邹敏以市人大代表身
份列席了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
她提出了很多关于加强人大经济监
督工作的建议。“作为一名来自金融
领域的基层人大代表，我希望能发
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为重庆经济健
康发展出一份力。”近日，来自江津
区的邹敏代表向记者讲述了过去一
年的履职成绩。

去年夏天，邹敏自掏腰包上万
元，参与了江津区的扶贫工作。她
给贫困户送去了家禽和饲料，一段
时间后又回购土鸡、鸡蛋，并且定期
到贫困户家中探访，送去基本生活
用品。

在与贫困户同吃同住的过程
中，邹敏对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特殊困难群
众，特别是个别农村困难群众在进
入城市生活初期，可能存在精神压
力过大，心理失衡的情况。”邹敏说，
在物质救助之外，如果缺少必要的
心理支持，困难群众特别是城市中
的困难群众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轻
者影响个人及家庭生活质量，重者
则可能影响社会安全稳定。

邹敏在今年全市两会上将提交
有关建议。“我会持续呼吁加强对困
难群众的心理帮扶，这在现阶段十
分重要。”邹敏表示。

过去一年，邹敏先后提出了6
份质量颇高的建议。其中，她提出
的“关于取缔违规占用长江河库滩
地种植农作物行为的建议”受到了
市人大常委会的重视，也因此受邀
前往巫溪、开州参与《重庆河道管理
条例》执法检查。在执法检查及后
期调研中，邹敏了解到部分区县考
核标准存在不一致的问题，不利于
水污染防治目标实现。“我翻阅大量
文件资料，并向业内人士请教，最后
梳理提出了关于统一临江河水质考
核目标的建议。”邹敏告诉记者，该
建议受到了市生态环境局的重视，
被采纳执行。

一年来，邹敏还多次前往自己
联系的江津区朱杨镇，收集群众的
意见建议和民生需求。“群众提出的
意见建议包括修路灯、搞好环境卫
生、新建健身器材等方方面面，我都
逐一记录，及时反馈给镇政府。对
于一些不能立即解决的问题，我也
向群众做好解释工作。”民生需求之
外，邹敏也收集到一些事关改革发
展大局的深层次意见建议，“下一
步，我将前往市级相关部门，对这些
问题展开深入调研，最终提出负责
任的建议。”

邹敏说，无论走到哪里，她都愿
意亮出代表身份，倾听群众声音。

市人大代表、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津支行行长邹敏

亮出代表身份
倾听群众声音

‘‘深入到临床
一线，加强与患
者的联系和沟
通，把他们反映
强烈的社会热点
难点问题作为建
议的内容。

席家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