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做好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
选表彰工作的通知》（中办发电〔2020〕5号）和

《市委办公厅 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2020年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的
通知》精神，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
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推荐程序，经全国劳模
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筹委会办公室初审，以
下人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人
选，现公示如下：

廖明，男，汉族，1972年出生，重庆合川
人，大专，中共党员，重庆铁马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职工，高级技师，重庆市劳动模范、党的十九
大代表。

廖明自参加工作以来勤勤恳恳，一直
致力于数控先进加工技术研究和工艺创

新，练就了多项绝技绝招，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长期从事公司科研项目工艺攻
关，解决了在试制过程中多项加工技术难
题，为产品批量生产提高了重要依据，充
分发挥了关键技能带头人的“传、帮、带”
作用，为公司培养多名高技能人才。在公
司生产、科研、技能攻关、技术传承方面做
出了较大贡献。2019 年荣获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和重庆英才技术技能领军人才荣
誉。

公示时限：2020年8月24日至2020年8
月28日，共5个工作日。

反映情况方式：以电话、传真和信函等形

式向重庆市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推荐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反映（信函以到达日
邮戳为准）。反映情况必须用实名，并实事求
是、客观、公正、具体。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57号（汇
源大厦13层重庆市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推荐评选委员会办公室），邮编：
400015。

电话：63617537，传真：63617537。

重庆市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推荐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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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钧 杨骏

“您好，我是荣昌区机关事务局的工作人员，
贵公司车牌号为‘渝CGT12X’的车辆已录入区
政府车辆管理信息系统。今后你们来办事，开这
辆车就能自由进出区政府了。”

这是8月15日，洽洽食品公司接到的一个
电话。电话背后的“故事”，源于8月14日荣昌
区委召开的一场会议，会上有人提出一些企业
反映进出区政府不太方便，要停车登记后才能
进入，对此能否改进？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当
即表示，可请每家企业报一个车牌，由区经信委
和区机关事务局尽快落实企业车辆自由进出区
政府的问题。

营商环境观察员

在企业和政府间搭建意见通道

曹清尧还有一个身份——“荣商观察”微信
群群主。

“我还从来没当过群主，这个群的群主，就由
我来当。”2019年11月的一天，一间会议室里，
曹清尧提出要建立一个微信群。

随即，他与会议室里20名“观察员”逐一扫
码加微信，将他们拉进名为“荣商观察”的微信
群。

这20名“观察员”，是荣昌建立营商环境观
察员工作制度后聘任的首批营商环境观察员，主
要由代表委员、企业高管、商会（协会）负责人、相
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新闻记者组成。其中，企业
高管、商会（协会）代表13人，占多数比例。

“观察员”主要以兼职形式，对荣昌区内涉企
职能部门、金融机构、能源保障单位及工作人员
进行监督，收集反映区内市场主体发展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着力发挥参谋咨询、桥梁纽带、舆论
引导作用。

“你们一旦观察到有损荣昌营商环境的行
为，请在群里第一时间告诉我。”曹清尧对20位

“观察员”说，荣昌在营商环境监督上要做到“只
找一人”，他自己便是这个责任人。

当天的场面，让不少“观察员”深受触动。荣
昌区食品行业商会会长、重庆玖和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熊海涛表示，他感受到了荣昌区委、
区政府与企业坦荡交往的态度，也看到了荣昌区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

观察员制度开启后，20名“观察员”一方面
了解企业诉求与呼声，在企业和政府间搭建意见
通道，也为荣昌区优化营商环境出谋划策。同
时，他们也积极宣传，激发公众参与营商环境建
设的热情。截至今年6月，首批“观察员”收集意
见建议49个，除1个复杂疑难问题正在协调办
理中，其余48个问题已解决。

近年来，荣昌区着力全面优化和提升营商环
境涉及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创新出台“企
业吹哨、部门报到”“营商环境观察员”等制度，搭
建“1+N”人民调解体系纠纷解决平台，大幅改善
了营商环境，连续两次获评“中国十佳营商环境
示范城市”。目前，荣昌区已有超过260项事项
实现“只跑一次、只找一人”。2019年，荣昌区招
商引资达1269亿元，落地转化率达78.1%，位居

全市第一。

派驻企业服务员

“全链条服务”推动复工复产

今年上半年，两江新区GDP同比增长4.8%，
增速全市领跑。帮助引导企业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复工复产，该区派出的企业服务员功不可
没。

2月12日，位于两江新区的延锋安道拓工厂
复工，但该公司工作人员张婧贤却很着急，因为
产业链出现了问题。

“我们的原材料库存量不足以支撑持续生
产，如果上游企业没复工，生产原材料就跟不上，
开工后可能无配件可用。”张婧贤说。

两江新区派驻该企业的服务员——两江新
区产业局工作人员谭宏伟立即行动，帮助企业全
面摸排出上游85家关联企业。

“我们通过向市级部门争取协调、向配套企
业所在行政区发函、直接联系企业等方式落实加
快复工复产节奏。”谭宏伟说，经过近10天的努
力，延锋安道拓的85家配套企业中已经有47家
复工复产。

渝江压铸是一家集自主研发、设计、模具制
造、压铸生产、机加工、装配为一体的汽车零部件
配套企业，复工复产后，由于防疫物资供应链处
于紧张期，企业无法买到额温枪和口罩。

派驻企业服务员得知情况后，不仅为企业联
系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渠道，还派人将5把
额温枪送到企业去。“5把额温枪事虽小，却体现

了新区思企业所思、急企业所急。”渝江压铸副总
经理吴自玉说。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在今年2月份，这个
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的关键阶段，两江新区建立企
业服务员制度，派出365名企业服务员驻厂服
务，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解决了疫情期间生产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

随后，该区还出台了“抗疫暖企八条”、科研
攻关“八个一批”等政策，推动“全链条服务”，用
政策让企业暖心、用服务让企业贴心、用行动提
振企业信心。

在这些措施共同推动下，复工复产1月左
右，两江新区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
业的产业链复工率已达到94%，产能恢复接近
50%，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达100%。

新措施让外商投资更便利

九成以上外企称享受到扶持政策

沃尔玛、星巴克、肯德基、罗森、沁园……今
年初，市商务委在调研这些市民耳熟能详的品牌
企业时，发现他们有同一个诉求——希望优化证
照审批机制。

“比如我们有11个门店，以前可能要办11
个同类的证。如果继续扩大范围，每个门店也要
进行一次证照审批，非常麻烦。”沃尔玛事务总经
理刘璟说。

不到半年时间，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今年6月，重庆出台《重庆市进一步做好

利用外资工作若干措施》（下称《措施》），明确

提出简化跨国品牌连锁企业审核登记程序、优
化重点外资项目工程建设审批等，如此一来，
这些连锁企业扩大门店数量时遇到的痛点消
失了。

“《措施》出台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向多方征
求了意见，像一些咨询机构的建议，企业的意见
等。”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说。

大陆汽车研发(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陆汽车）对此深有感触。

因为是跨国科技型公司，常有外籍专家来渝
工作。因政策规定，这些专家每1-2年便需要申
请一次居留许可证，不太方便。《措施》出台前，市
商务委多次向大陆汽车征求意见。于是，大陆汽
车便将这一诉求提了出来。

“《措施》出台后，我们看到，里面明确了连续
两次申请办理工作类居留许可的外国人，第三次
申请时按规定签发5年有效期的工作类居留许
可。”大陆汽车人力资源部经理胡玮瑾说。

今年以来，在外资外贸方面，重庆分别出台
了《重庆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稳外贸稳外资若干
政策》《关于建立健全外商投资全流程服务体系
的通知》以及6月份出台的《措施》，每个文件都
有不同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都是经过前期大量调
研并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后出台的。

比如，今年4月前，重庆对936家在渝外资
企业进行问卷调研。当时企业主要面临5个问
题：交通就餐不便、复工后缺乏疫情防控物资、物
流运输受阻、生产成本升高、劳动力短缺。随后，
重庆立即采取行动，出台相应机制举措。在此后
的一次调研中，90.02%的外企表示已享受或部
分享受政府扶持政策。

“重庆的政策都不是‘一锤子买卖’，一定会
持续优化更新。所以，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也会
继续和企业保持沟通交流，进一步优化完善细
节，让其更加符合我市的实际情况。”市商务委副
主任付嘉康说。

观察员护商 服务员解难 出台外商投资新举措

重庆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出实招

□新华社记者 周闻韬 陶冶

伫立于嘉陵江畔的缙云山脉，林海苍茫，四
季叠翠，为重庆中心城区筑起一道绿色屏障。其
中的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更有着“植物物
种基因库”的美誉。

但由于紧邻城区、监管不严，这里的居民为
求发展一度突破生态红线，“靠山吃山”，违规“蚕
食”林地，给美丽的缙云山留下一道道伤疤。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面对保护自然与
保障民生两大“考题”，重庆坚定作答：为缙云山
减负，大力拆违，修复生态；为群众谋福祉，“养山
富山”，发展生态产业。近两年逐渐走出一条“生
态美”与“百姓富”双赢的发展之路。

为生态减负 为民生增效

盛夏时节，背倚缙云九峰的清欢渡民宿酒店
两侧青山环抱，白墙黛瓦、云雾缭绕，“渡娘”孙德
红正在酒店前厅忙碌，一旁的电脑上不时弹出新
的预订信息。

而两年前，她正面临着人生中一场“大”挑
战。清欢渡原名雷氏山庄农家乐，有50多个房
间。2017年，孙德红决定提档升级，先后投入
100多万元请来专业设计师打造，并更名为清欢
渡。保护区内农家乐乱搭乱建现象较为严重，改
造中，孙德红在楼顶违规加盖了一层以玻璃为顶
的“星空房”，这是她最得意的设计，也是清欢渡
价格最高的房间。

重装开业不到一个月，2018年6月，缙云山

打响了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按照规定，4
间“星空房”被纳入拆除范围。孙德红坦言：“当
时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挺下去。”

彼时，这也是山上居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
“我和妻子都已经人到中年，不搞农家乐又能干
啥呢？”家住澄江镇北泉村的农家乐老板江勇对
此非常抵触。

为此，镇村干部多次上门与他们沟通。缙云
村党支部书记陈贞的一句话打动了孙德红。“她

说，民宿更重要的是通过提档升级做‘精’，而不
是做‘宽’。”

后来，孙德红主动拆除了违法建筑，干部们
帮江勇找到了一份厨师的工作，他的思想也发生
了转变。

整治后的清欢渡只保留了13个房间，但令
孙德红没想到的是，店里的收入不降反增——每
个房间价格达400至1000元，每个月的营业额
节节攀升。经历了“阵痛”后，山上许多经营场所

的效益也在不断增加。
“这或许就是大自然对我们的回报吧！”江勇

说。

搬出新天地 迁出好生活

“我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根，从没想过离开，但
生态保护不好，根也就不存在了。”经过一番激烈
思想斗争后，70多岁的蓝长生第一个签下了搬
迁协议。

缙云山保护区内户籍人口近9000人，其中
核心区和缓冲区居住着1100多位村民。保护区
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相对滞后，产业发展受到
限制，部分村民生产生活困难。

为了不让大家守着绿水青山“苦熬”，重庆在
全国率先探索自然保护区生态搬迁，将保护区核
心区、缓冲区的村民先期搬出安置。

蓝长生的家就位于保护区核心区的缙云村
戴家院组。老两口只有少量自留地，平日靠子女
赡养。在得知搬出后生活更加方便，社保等后顾
之忧也能得到解决后，这位在此居住了50多年
的老人率先表态同意。

“这也是生态保护理念与传统安土重迁观念
的一次碰撞。”北碚区缙云山整治办负责人吕玉
春说，要让居民安心搬下山，必须用系列配套政
策和举措消除他们对未来生产生活的顾虑，解决
好其生产生活及发展问题。

目前，缙云山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已搬迁
442户、1144人，分别占总户数的98%、总人数
的98.5%。

有的村民还在山上找到了新工作，65岁的

原住民李星华如今当上了公益护林员，带头保护
缙云山，加之在生态修复项目工地上干临时工，
一个月能收入5000元左右。“虽然不住在这里
了，但缙云山永远是我的家。”李星华说。

提升生态品质 旅游增收奔小康

累计投入资金15.8亿元，拆除各类建构筑物
53.2万平方米，栽种植物75万株，覆土复耕复绿
36.5万平方米……两年来，缙云山生态环境实现
了明显改观。

登临缙云山，山下是嘉陵江小三峡之一的温
塘峡，江边是重庆市著名的北温泉以及当地古村
落金刚碑，资源禀赋优越。在生态整治的同时，
重庆市正同步谋划区域提档转型，科学有序发展
环山度假、康养产业，打造缙云山5A景区、国家
旅游度假区。

缙云山保护区主体所在的重庆北碚区，还不
断建立完善相关产业与生态搬迁群众的利益联
结机制，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发展生态旅游，创造
更多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机会。

得益于到缙云山游览的市民、游客越来越
多，53岁的民宿老板李华尝到了甜头。综合整
治中，他响应号召拆除了160多平方米的违法建
筑，并对8间房进行了提档升级。“去年的收入不
仅满足了一家人的生活开销，还还清了20多万
元的贷款，我要抓紧时间，把剩下的4间房加快
升级。”他说。

如今，一幅“生态美”与“百姓富”双赢的绿色
发展图景正在缙云山变成现实。

（新华社重庆8月23日电）

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
——重庆缙云山的“绿色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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