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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张轩主持

据 重 庆 日 报 消 息 1 月 12
日上午，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主
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张轩主持会
议。主席团常务主席胡文容、
刘学普、杜黎明、沈金强、张定宇、

夏祖相、王越、龙华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市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
办 法 草 案 审 议 情 况 的 汇 报 ，决
定将选举办法草案提请大会表
决。

陈敏尔出席 张轩主持

据重庆日报消息 1 月 12 日下午，市五
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陈敏尔、张轩、胡文容、
刘学普、杜黎明、沈金强、张定宇、夏祖相、
王越、龙华出席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张轩
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
议情况的汇报；通过了候选人建议名单草案，
决定提交各代表团酝酿；通过了关于代表联
名提出候选人截止时间的决定，决定印发各
代表团；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
决定提交各代表团酝酿。

唐良智参加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第二联组讨论时强调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努力在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
据重庆日报消息 1 月 12 日，市委副书
记、市长唐良智到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第二联
组参加讨论，
听取意见建议，与大家深入交流。
市领导段成刚、屈谦、李波、宋爱荣、张玲、
周克勤等参加。
讨论中，委员们一致表示，唐良智市长所
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重庆的殷殷嘱托，站位高、视野宽，思路清、
方向明，
接地气、落点实，
很走心、很暖心，很有
重庆味，充分体现过去的一年是重庆感恩奋
进、砥砺奋斗的一年，激励全市上下在新的一
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是一个催人奋进、鼓舞人心的好报告，进一步
增强了发展自信、激发了前进动力、凝聚了干
事合力。完全赞成报告。
大家围绕
“在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中发挥
带动作用”主题争相发言、建言献策，提出很多
真知灼见。唐良智认真听取委员们的发言，
不

时与大家交流互动。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中肯
建议和生动语言频出，
掌声和赞许声不断。罗
朝友委员建议加强制度建设、深化改革举措，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唐良智表示赞同，
他
说，经济增长、有效投资都是良好营商环境带
来的，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为
人民服务是各级政府的根本宗旨，
政府工作人
员就是人民群众的服务员。全市各级政府各
部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勇于创新、
敢于担当，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建立健全信用
承诺制度，大力简政利企便民，提高企业和群
众获得感。胡百中委员建议提升重庆公路物
流基地建设水平，
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
发展。唐良智说，
要强化重庆与沿海沿边通关
协作和制度创新，推进跨境公路物流便捷通
关，切实提高通关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各位
委员还就支持企业上市、口岸建设、对外开放
大平台建设等建言献策。唐良智说，要营造创
新生态环境，
发展高新产业，培育创新企业，
以

创新重塑“重庆制造”，推动优质企业上市，持
续提升经济证券化水平。要提升开放平台辐
射带动能力，
积极培育内陆开放新引擎。委员
们的发言问题抓得准、建议提得实，市级有关
部门要认真梳理研究，
在工作中予以落实。
唐良智说，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视
察指导时对推动全方位开放作出重要指示，
寄
予殷切期望。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对
重庆提出的重要指示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
部署和陈敏尔书记要求，全面融入共建“一带
一路”，
着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内陆
开放高地，努力在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中发挥
带动作用，为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
向互济开放格局作出新贡献。
唐良智强调，重庆区位优势突出，战略地
位重要，
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
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新时代重庆开放承担
重大使命、面临重大机遇、肩负重大责任。共
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新一轮西部

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战略机遇
交汇叠加，进一步拓展了重庆的开放发展空
间。要充分认识重庆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中发挥带动作用的良好条件，
善于将潜力优势
转化为发展动能，努力在全面融入共建“一带
一路”
、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中展现新作为、
实现新突破。要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着力强化体制创新，推动对外开放继
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方向
走。要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
组建通道运
营中心，建立多层次协调机制，推动人流、物
流、资金流、信息流“四流”融合。要加快营造
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对照国际国内先进，增强
公共政策有效性，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以营商
环境优化倒逼改革、顺推开放。政协人才济
济，政协委员视野开阔、联系广泛。希望大家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推动
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走深走实，
不断开创重庆各
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将制定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开展学前教育等方面立法调研
2019年成绩单

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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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制定法规 4 件、修订 6 件、作出法规性决定 6 件，审查批准单
行条例 3 件。
○制定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对自贸区管理体制、投
资促进、贸易便利、金融创新、营商环境等作出规定，鼓励改革创新，
建立容错免责机制，努力推动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适应市场化改革需要，
废止盐业管理条例、
酒类商品管理条例。
○十年前制定的物业管理条例已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市人大常委
会 2018 年启动修订工作后，多次向社会各方征求意见，广泛听取群众
呼声，对收集到的 3000 多条建议逐条研究、充分吸纳。经过四次审议
通过的条例，
为使小区成为居民安心舒适的生活家园提供法治保障。
○修订城市园林绿化条例，完善绿地率指标设定、立体绿化建
设、绿化补偿、绿地地下空间开发等规定，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质量全
面提升，
让重庆山水之城特色充分彰显。
○市与区县人大联动，结合审议法治政府建设年度工作情况报
告，
对我市民营企业发展法治环境工作进行专项评议。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市政府关于民营企业发展法治环
境评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并开展满意度测评。
○作出关于加强广阳岛片区规划管理的决定，强化刚性约束，规
定市政府应高起点规划广阳岛片区，在批准和调整总体规划时，应当
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定期报告决定执行情况，为打造好“长江风
景眼、
重庆生态岛”
提供法治保障。
○作出关于重庆高新区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明确高新区管
委会的行政管理权限和管理范围，发挥体制机制优势，打造高新
区升级版。

决定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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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以来，代表提出的 17 件议案、1242 件建议
已全部办理完毕。
○全面推行代表建议办理“两次评价”制度，代表建议办理持续
由重答复向重落实转变 2019 年承办单位作出承诺事项 449 项，已
落实 369 项，一批代表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妥
善解决。
○市领导和市人大专委会重点督办了关于建立健全医保基金监
管机制、加大农村生活垃圾整治和污水管网建设力度、扶持实体书店
发展等 31 件建议，
一批民生实事得到落实。

2020年新谋划
○制定社会信用条例,完善我市社会信用体系,推动营商环境进
一步优化。
○继续审议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实施办法,制定特种设备安全条
例,修订信访条例,开展学前教育、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等方面立
法调研。
○继续审议水污染防治条例,修订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地质灾害
防治条例,开展生活垃圾管理、主城区两江四岸规划建设管理、河长制
等方面立法调研。
○制定国旗法实施办法、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公共场所控制吸烟
条例,修订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
红十字会法实施办法。
○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求,与区县人大联动对政府水污染
防治工作开展评议,着力水环境质量改善和水生态环境修复的机制建
设。
○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全民健身条例、科学技术普及条例执
法检查。
○听取审议市政府安全生产监管、法治政府建设、乡村产业振
兴、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保护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工作情况
报告。听取审议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
○组织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集中视察广阳岛片区规划管理决
定执行情况。
○对学前教育工作评议整改落实情况实施跟踪监督。
○对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调研。
○注重发挥代表在上下联动监督中的重要作用,分片区有效组织
代表开展活动,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诉求。
○注重对代表议案建议的数据分析和运用。
○听取审议市政府办理代表建议
工作情况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陈翔 刘波

重报集团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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