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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中央厨房消息 （记者 彭柱文 张
灯）1月20日起，重庆市两会陆续召开。应市外
办邀请，柬埔寨、丹麦、埃塞俄比亚、乌拉圭、菲
律宾、白俄罗斯、荷兰、意大利、加拿大、匈牙利
等国家驻重庆和成都领事官员，以及香港贸易
发展局重庆代表处、香港特区政府驻重庆联络
处代表等，在外事大楼集中观看了开幕会。外
交官们在接受 iChongqing记者采访时，表达
了对重庆发展的关注和深化双边合作的强烈愿
望。

埃塞总领事安特能：
重庆速度令人称奇

埃塞俄比亚驻重庆总领事安特能表示，这是
他第二次观看重庆两会，也亲眼见证了去年重庆
从洪水和疫情中迅速复苏的经济活力和发展潜
力。“重庆抗击洪水、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的速度
让人称奇。”安特能还称，埃塞驻渝总领馆作为中
国西南地区唯一的非洲国家领馆，得到了来自重
庆市人民政府的很多支持和帮助，希望在未来能

主导参与更多两国的民间交流和商业合作。

白俄代馆长德米特里：
将与重庆开展深度经济合作

白俄罗斯驻重庆总领事馆代理馆长叶·德米
特里是第一次观看重庆两会，他在观看完政协开
幕会后说：“听了报告印象很深刻，我了解到重庆
市政府在转型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努力，即使在疫
情影响下也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他还透露其
领馆这两周正在计划白俄罗斯驻华大使访渝的
行程，届时将与重庆市人民政府就中国—白俄罗
斯工业园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讨论。

荷兰驻渝总领事孔思哲：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很有前瞻性

荷兰驻重庆总领事孔思哲此前已观看过三
次重庆两会，他也是此次观看活动中的领事团团
长。孔思哲表示十分看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认为在中国西部地
区打造这样一个超大型城市群的想法很具有前

瞻性。他还将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
意义类比为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对中国沿海地
区的战略意义。

匈牙利驻渝领事百里：
希望跟成渝成为表姐妹

匈牙利驻重庆领事百里也是第一次观看重
庆两会，他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很多话题都
很感兴趣，因为“匈牙利和重庆在经济等很多方
面情况很像”。百里还十分看好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他说：“成都和重庆现在是‘姐妹’关
系，希望以后布达佩斯也能跟‘她们’成为‘表姐’
或‘表妹’关系。”

乌拉圭驻渝代总领事琪娜：
希望在创新领域有合作

乌拉圭驻重庆代总领事琪娜也惊讶于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进展，希望重庆未来能继
续保持这种高质量发展态势，也希望乌拉圭能跟
重庆在创新领域有更多的合作。

驻渝蓉领事官员观看我市两会

赞重庆高质量发展 盼与重庆紧密合作
本报讯 （记者 周尤）“今年因疫情

原因，未能到现场参会，但通过视频收看了
大会开幕式，我感受到全市上下团结一心、
众志成城的力量，备受鼓舞。”两会期间，37
名在港澳的市政协委员纷纷利用电视、手
机等载体关注我市两会，“云端”履职，积极
参政议政。截至1月22日晚8点，市政协
五届四次会议共收到港澳委员反馈情况的
图片和视频200余条，大家围绕市政协常
委会工作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发表感想体
会，提交意见建议80余条。

委员们表示，在视频上收看唐良智市长
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深受触动。在市委、市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
下，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取
得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作为
港澳政协委员，将继续为助推重庆“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广集良策、广聚共识，希望

重庆在未来的发展中越来越好，人民生活水
平越来越高。

2020年，港澳委员们时刻关注和支持
政协工作。如积极线上履职，26人次参与

“共建西部科学城”网络议政，19人次在委
员读书活动中交流心得，为编制“十四五”
规划、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任
务广泛协商、凝聚共识，齐心协力为重庆发
展添砖加瓦。此外，在抗击疫情中，港澳委
员共计捐款1700万元、捐物价值400余万
元，同时投入扶贫资金300万元，在渝投资
超亿元人民币，切实发挥了港澳委员的“双
重积极作用”。

港澳委员们表示，2021年疫情仍在继
续，困难仍然很大，但大家有信心在市政协
的带领下，与所有委员一起努力，在不同岗
位、不同地方，用不同的方式参与并做好政
协工作，为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作出自己
的贡献。

港澳委员“云端”履职
积极参政议政

□本报记者 罗芸

6年前，为了孩子读书，李香搬到了沙坪
坝区渝碚路街道沙杨路社区。但她曾一度懊
恼：楼栋脏乱差，偷盗严重。

“这几年，我们几栋楼组成了‘小区’，环境
好了，邻居也热心，如果要搬走，还真有点舍不
得！”现在，李香却舍不得离开这里了。

沙杨路社区面积0.2平方公里，共有76栋
居民楼，其中有64楼属无物管、无大修基金、
无业委会的“三无”楼栋，是沙坪坝老旧小区较
为集中的社区。

1月22日，沙杨路社区党委书记周琦告诉
重庆日报记者，近年来，社区党委针对老旧小区
难管理进行探索，“三无小区”变成有党员带头、
有自治小组、有丰富邻里文化的“三有小区”。

居民自觉拆除可燃雨棚

今年73岁的龙顺民是沙杨路社区向乐村
156号至160号业委会主任。这几天，为了宣
传拆除可燃雨棚，他每天爬的楼层数超过50
层。

“你看，这塑料和含得有塑料的雨棚，被火
一烤，两下就燃起来了，好危险！拆雨棚是为
了大家的安全，我家上周就拆了。”在劝导了一
天后，龙顺民声音有些嘶哑。

向乐村156号至160号是原来破产国企
的家属楼，没有物管。2013年底，在周琦的劝
说下，有20多年党龄的龙顺民担任业委会主
任，推动大家实现小区自治。

“在很多事情上，业委会、自治小组推动了
一些小区难点、热点问题的解决。”社区主任雷
述容说。

这次雨棚拆除，一开始有许多居民很难理
解：拆了雨棚，晾衣服怎么办？

一方面，社区组织了一次实验：将塑料、玻
纤等多种常见雨棚和阻燃雨棚放在一起烘烤，

很快前两者燃烧起来。社区将实验录制成视
频发到各楼栋群中，成为宣传的“利器”。

另一方面，自治小组的热心居民和老党员
带头，发动邻居们拆除。

龙顺民的雨棚是玻纤瓦，当初做得非常结
实。当社区干部动员大家拆除雨棚时，他向社
区干部保证：“我要带头拆。我不拆，后面的工
作不好做！”

1月14日，他把自家雨棚拆除后，才开始
敲邻居的门。

邻居刘明生见证了龙顺民拆雨棚的全过
程。当龙顺民一开口，刘明生便爽快地答应
了：“你都拆了，我还有啥说的呢！”

看到老龙带头，邻居们都纷纷在拆除登记
表上签了字。

社区像龙顺民这样的党员带头人还有很
多：向乐村165号老党员周秀珍发动本楼栋居
民拆除，3天就拆除了全楼85%的雨棚；91岁
的卢华栋主动请来工人拆除雨棚，邻居谭云海
和许秀容表示要“搭伙”；余波和赵振中带头做
大家的工作，两人所在的楼栋平均每天有十余
户人报名登记……

关闭小区门，打开“民心门”

22日下午4点过，向乐村157号76岁的
李永茂拿着扫把，顺手把楼栋间的花草落叶扫
进簸箕。

“这两年环境变好了，左邻右舍都相互关
照，住在这里很安逸。”老人说。

几年前，李永茂住的楼栋还是社区中最令
人头痛之处。由于不是小区，也没有物管，这
几栋位于旧城深处的居民楼最易被小偷光顾。

2016年，业委会将居民的意见收集起来
后，反映给了社区和街道。经过调查，他们将挨
得较近的156栋至160栋用砖墙“围”在一起，
采取居民、大修基金、政府各出一点的方式，安
装上了门禁和监控。从此，偷盗现象基本消失。

解决了居民的后顾之忧，业委会区获得了
大家的信任。作为自治组织，在社区引导下，
业委会根据居民意愿将楼栋间的破旧水泥地

铺上渗水砖，再由居民“众筹”，搬出自家花草
放置在楼栋间的过道旁。以前曾经只长杂草
的破旧小巷变成了四季有花香的花草巷。

“现在大家路过都要比一比哪盆花长得
好，邻居间的话也多起来了。”李永茂说，“大家
都相信业委会是为我们自己做事的，邻居之间
也更团结，原来很少打招呼的邻居现在都喜欢
说说笑笑了。”

“麻友”少了，“歌友”多了

杨公桥立交下有一块面积四五百平方米
的坝子。受纵横的立交桥的遮挡，这里能避日
晒雨淋，再加上地处道路交汇处，从早到晚都
热闹非凡。

“原来这里算命的、卖民间膏药的很多，周
边麻将馆也多。”67岁的刘洪兰很健谈。在一
次活动中，社区发现痴迷麻将的刘洪兰有副

“金嗓子”，于是建议她把社区爱唱歌的居民组
织起来，成立唱歌队练歌。

最初，唱歌队只在这里挤占了一个角落，
练唱《歌唱祖国》等歌曲。没想到感兴趣的人
越来越多，一些曾经的“麻友”也进了刘洪兰的
队伍。年过六旬的侯元珍就曾是刘洪兰的“麻
友”。看到刘洪兰指挥大家唱歌后，她也试着
来凑热闹，没想到渐渐地唱入了迷。最近两
年，侯元珍几乎没碰过麻将，精神好了，说话中
气十足。

队伍壮大后，刘洪兰还请来会吹奏乐器的
居民作伴奏。现在每次活动有六十多名唱歌
队员和二十多人的伴奏队伍，占据了这里一半
的场地，名字也由“唱歌队”改成了充满艺术情
调的“沙杨路星光艺术团”。

“现在在这里活动的不仅是我们，还有很
多支队伍。”刘洪兰说，上午是打太极拳和抖空
竹、跳健身操的队伍，下午是自己的艺术团、跳
舞团，傍晚还有一支由二胡、萨克斯组成的“中
西洋乐器队”……

“活动搞起来了，打牌的少了，想算命求菩
萨保佑的也没得了，大家天天在一起充满正能
量！”刘洪兰很自豪。

以前后悔搬来 现在舍不得搬走
——沙坪坝区沙杨路社区实行居民自治解决老旧小区管理难

□本报记者 陈国栋

“建议从市级层面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拿
出阻燃雨棚的具体材质标准，统一规范安装，既
安全又美观；在规划设计和生产销售环节加强
管控，不得生产可燃材质的雨棚，严格限制生产
和销售凸出式防盗网，实现源头治理……”1月
22日，市人大代表，沙坪坝区渝碚路街道沙杨
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琦在参加沙坪
坝区代表团全体会议审议时提出建议。

做了20多年社区工作，周琦与居民的感
情很深，参加全市两会也想着为社区的大小事
务多“发声”。

既考虑公共安全，也结合群众实际需求

拆除可燃雨棚 群众从不理解到支持

“我们都支持居委会的工作，立即拆除可
燃雨棚。”全市两会前，沙杨路社区向乐村11
号2单元10—2居民余波告诉社区自己的想
法，随后主动拆除了窗外的可燃雨棚。

沙杨路社区目前常住人口5023户、15000
多人，老旧小区超过75%。为整治老旧小区消
防安全隐患问题，今年初，沙杨路社区启动拆
除可燃雨棚和凸出式防盗网工作。社区排查
发现，小区共安装了4820个可燃雨棚、2098个
凸出式防盗网。

然而，工作启动之初并不顺利。居民有的
支持，有的观望。反对的人认为，“我花自己的
钱安装的，为啥要拆？”还有个别居民开门后，
见是社区来登记拆除雨棚、防盗网的工作人
员，二话不说，“砰”的一声关上门。

“一些群众为什么不同意拆？”周琦和社区
工作人员不断上门做群众工作，了解群众的真
实想法。见到周琦，大家抛出一连串疑问：“什
么标准的雨棚和防盗网才合格？”“安装合格
的，钱谁来出？政府有没有补贴？”……

“拆除雨棚和防盗网，也要考虑居民的实
际需要，不能简单地一拆了之。”周琦说。

一方面，社区继续加大安全宣传，逐步赢
得更多群众的理解。另一方面，周琦向街道以
及区委、区政府反映群众的诉求，寻求支持。
上级部门表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将尽力解决
群众的现实困难。

与此同时，周琦召集社区党员干部、楼栋
长、小组长开会商量对策，希望大家带头拆除
自家的可燃雨棚和凸出式防盗网。

老党员龙顺民第一个主动拆除。随后，其
他居民也陆续拆除。

“我相信周书记，她做事，我们群众心头踏
实。”余波说。

找到问题症结，用真心倾力付出

改一个电表 平息一方矛盾

两年前，为“一户一表”改造，周琦几乎磨
破了嘴皮、跑断了退。

沙杨路社区向乐村206号，152户居民原
来只有一个总电表，平时电费每户平摊。正是
平摊电费这事，让这里矛盾不断。

为什么？居民家的人数不一，用电多少不
一，有的很少在家，也要平摊。尤其是到了夏
天，有的居民几台空调一天吹到晚，大量用电，
更是让一些邻居心头不舒服。

“矛盾的根源在于平摊没有解决公平问
题。”周琦在206号召开院坝会，听取群众意
见，大多数居民希望实行“一户一表”。随后，
周琦着手开展此项工作，并多次写建议，同时
也多次往返区经信委、区供电局，反映情况，希
望得到支持。

经过两年多不懈努力，最终，区政府和供
电部门决定各出一半电表改造费用。

电表安上了，周琦又组织群众开了一个
会。这次会，也与电有关。“出于安全考虑，天
暗的时候路灯必须亮起来，但这个费用，我觉
得大家都应主动分摊，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周琦问。

改电表，让大家都很满意。对分摊路灯费
一事，大家二话没说，都赞成。

把工作当快乐，把职业当事业

“跑得、累得、做得是基本功”

老旧社区很多楼栋没电梯，作为这里的社
区干部，一天爬几十层楼，是很平常的事。“爬
楼梯太多，经常脚软、关节酸痛，这倒是真的。”
周琦说。

“必须要跑得、累得、做得。”在周琦看来，
这是一个社区干部应具备的基本功。“社区工
作千头万绪，如果能把工作当快乐，把职业当
事业，那么脚下也就更有力量。”她说。

周琦认为，基层社会治理要有成效，必须
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而要得到群众的支持，
就要时刻多为群众着想，“为群众想多一点，矛
盾纠纷就会少一点。”

周琦表示，下一步，为给群众更好地办实
事、解难题，她还会多思考，多想一些实招。

市人大代表，沙坪坝区渝碚路街道沙杨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琦——

“为群众多想一点，矛盾纠纷就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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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路
社
区
，社
区
工
作
人
员
为
居
民
测
体
温
。

通
讯
员

李
攀

摄\

视
觉
重
庆

两会聚焦

两会连线

▲1月22日，渝州宾馆，周琦代表（左三）建议市级层面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统筹和加强凸
出式防盗网源头治理。 记者 苏思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