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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 梁友章

群众利益无小事

梁友章是一个有着三十多年工龄、十多年代表身

份的信访局老干部。已临近退休的他，仍然时时坚守

在信访维稳岗位上。他说，做了十多年的信访维稳工

作，当了几届人大代表，最深的心得体会就是群众利

益无小事，社会稳定无小事。

近日，记者走进船山区信访局，只见梁友章正在

接待室热情接待一个来访者。他耐心地倾听来访者

反映的问题，对群众的诉求认真做笔记。作为信访维

稳工作者，他与群众接触得多，自然最了解群众的诉

求。他告诉记者，这两年群众反映最多的民生问题集

中在农村，比如村道路的建设与维护等。

多年来，梁友章养成了事必躬亲的习惯。平日

里，他积极反映群众的呼声，把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带

回来，反馈给政府和相关部门。他还长期坚持深入一

线走访调研。2017 年，他积极参与工业强区、教育、

文卫方面的调研工作。同时，他还坚持坐岗接待信访

群众，积极参加区人大组织安排的各项活动。 2017
年，他走村入社达 70 余次，平均每月 6 次，收集群众

意见 300 余条，参加各种专项调研活动 20 余次，从未

缺席任何一次区人大召集的任何会议，并在会议中踊

跃发言，提出意见与建议。“要做好人大工作，就要走

近群众，贴近群众，深入基层。”他表示，自己今后也

会积极履职尽责，为推进人大工作和“三区”建设做

出自己的贡献。

新的一年刚开启，梁友章也制定了新的一年工作

计划。他表示，2018 年自己将继续多下基层听取群

众反映的意见和建议，并对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和精准扶贫中出现的一些情况进行调研，把相关问题

反馈给政府及相关部门，尽量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

量。 （全媒体记者 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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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 邓伟

扎根教育事业 发展优质教育

近日，记者来到城南小学，该校校长邓伟正埋头

梳理去年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交流中，他告诉记

者，从事教育工作 22 年来，自己见证了城市小学教育

的发展变化。如今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适龄儿

童“入学难”、“大班额”等问题日益突出，身为校长的

他一直在努力思考寻求解决办法。

“近年来，老百姓迫切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城市

学校入学，以得到更优质的教育。但是城市学校的容

量严重不足，大多学校存在学位难求、大班额现象。”

邓伟谈到，城乡学校如今仍然存在着资源不均衡、教

学质量有差距等情况，为解决这个与百姓密切相关的

问题，他积极调研并多次到其他城市取经，努力思考

着解决的办法。在今年的两会上，他将提出整合城乡

教育资源，做好教育的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学校、城

区学校之间的差距，确保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优质教

育的建议。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邓伟十分尽心用情。他带

领全校教职工以“求真知”为办学宗旨，力求让每个

学生都能得到最大化的发展。此外，还积极响应扶贫

号召，发动全校师生开展各种捐赠活动。作为一名新

晋的人大代表，他将校园周边的环境整治问题，及调

研中发现的一些居民反应强烈的问题及时向相关部

门反映，并及时向百姓做好沟通解释工作。谈及下一

步工作打算，邓伟谦虚地表示，身为人大代表，自己

在履职尽责方面仍有很多不足。将在以后的工作中

通过不懈努力，争取为船山教育事业贡献一己之力。

“当然，这些工作对于一个人大代表来说，还远远不

够。”邓伟表示，在今后的工作生涯中，他将继续立足

本职，积极参加人大代表小组各项活动，为百姓服好

务。 （全媒体记者 杨雨）

区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 蒋勇

一心为村民谋幸福

眼看临近年关，河沙镇梓桐村村支书蒋勇显得格

外忙碌。除了脱贫工作，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小

事也成了蒋勇时常的牵挂。1 月 9 日上午，他步行来

到贫困户蒋开远家中，关切询问其生活情况，并解释

说：“你们放心，前几天我们已经和企业协调沟通了，

会尽快让你们用上天然气。”

梓桐人家作为扶贫村的易地扶贫安置点，人居环

境大幅度提升。但老百姓用气问题亟待解决，这成了

蒋勇一直挂念的心事。即使是脱贫攻坚最为忙碌的日

子里，蒋勇仍一边加班加点做资料，一边不忘关注这件

事情。“蒋支书对我们群众真的很用心用情。有时候大

中午找他办事，他都在办公室加班吃方便面，甚至工作

到凌晨。”当地一名贫困户唐长忠说道。

梓桐村地势偏僻，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曾经是一

个出了名的贫困村。 2010 年，蒋勇担任河沙镇梓桐

村党支部书记，七年如一日，听民声、排民忧、解民

困，带领全村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全村

村容村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2017 年，梓桐村

已退出贫困村。

在蒋勇看来，只有为村民谋利益，走共同富裕道

路，让大家伙看到发展、尝到甜头、得到实惠，才称得

上是合格的代表和称职的干部。他是这么想的，也是

这么做的。

今年两会之行，蒋勇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农村百姓

生活环境的改善上。他谈到，这些年农村在脱贫攻坚

中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而百姓生活配套设施是

否能和居住环境达成一致，还需要加大投入。“作为人

大代表，而我又是一名农村工作者，首先就要关心老百

姓的切身利益，做好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解百姓急需，为群众服务。 （全媒体记者 魏琴）

区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 蒋开伦

退休不褪色的老支书

说起东山村蒋开伦，毫不夸张地说算得上是个

“精神领袖”。在唐家乡工作 14 个年头，当了 8 年的

村干部，9 年的人大代表，撰写议案 48 件，“优秀党

员”、“十佳支书”荣誉证书不计其数。60 多岁的他，

2014 年主动让贤，把支书“印把子”交给年轻人。

然而，蒋开伦退休后并没有闲下来，仍在为百姓

倾情付出。作为人大代表，下村调研，村民有难事，

还去找他解决；支部有大事，还请蒋开伦出面做决

定。群众的认可与支持，让他再次在 2016 年 10 月当

选为船山区四届人大代表。

2017 年 4 月，船山区开始建设覆盖全区的 33 个人

大代表联络站和 16 个人大代表之家，让辖区范围内

的 955 名省、市、区、乡（镇）人大代表均为人大代表联

络站的成员。联络站通过每周三安排人大代表坐班，

以人大代表和选民面对面交谈或走村入户的方式收

集意见建议。人大代表联络站筹建工作开展以来，蒋

开伦积极参与，亲手编写计划、制度，让他的生活更

加忙碌了起来……

2017 年 6 月的一天，唐家乡长虹片区联络站有群

众反映，唐家乡唐吉路因为道路修复工程，把道路打

碎后，迟迟没有动工，导致群众出行困难。下村实地

调研，了解事情来龙去脉后，蒋开伦将这个信息反映

给人大常委会，并形成议案上交给区政府。短短一个

月，唐吉路修复工程动工。对此，百姓感到很满意。

如今，他一有空闲都会到各个联络站去了解联络

站的运行情况，收集民意。“人民选你当代表，你就要

做事。就是要把老百姓的疾苦、反映的问题传递上

去，给老百姓做好交代和答复。”蒋开伦如是说。今

年的两会之行，蒋开伦将提出加强城市交通建设的议

案。 （全媒体记者 魏琴）

区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 胡利英

做爱心企业 担社会责任

从当初的街边小餐馆，发展到现在的规模餐饮企

业，阳春巴人大酒楼老板胡利英凭借自己勤劳吃苦的

精神，打拼出一番让人羡慕的事业。作为一名市、区

人大代表，胡利英时刻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积极关

注民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近几年，胡利英致力于打造遂宁特色餐饮文化企

业，从酒店的装修到菜品都与遂宁本土特色文化相结

合，凸显中国观音故里特有的文化氛围。

去年，她和企业员工共同努力，打造出了独具遂

宁特色的荷花宴。荷花宴的推出，引起了广大市民和

网友的关注，得到了中央电视台《乡土》栏目的关

注。“荷花作为遂宁的市花，也是遂宁观音文化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阳春巴人研发的荷花宴是以荷

花、荷叶、莲蓬、莲子为制作食材，将现代烹饪技术和

传统荷花文化相结合，从而烹制出一整套荷花菜

系。”胡利英说，作为餐饮人应该研发一些更能够代

表遂宁特色的菜品，让大家记住遂宁的特色和亮点。

胡利英不仅是一名餐饮企业经营者，同时也是遂

宁市女企业家商会会长、船山区工商联副主席。在发

展企业的同时，胡利英还长期热心公益，主动带领女

性企业家参与“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接对帮

扶桂花镇金井村，通过“以购代扶”、爱心捐助等活

动，尽力为贫困群众解难。胡利英说，不管是作为人

大代表，还是作为企业家，都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

任，传递更多正能量。

谈起今年人大会将提起的议案，胡利英表示，希望

政府对餐饮服务业多一些关注和支持，激励餐饮行业经

营者做得更好，做出更多精品。 （全媒体记者 罗琳）

区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 蒋勋

做好百姓的代言人

作为船山区的人大代表，同时也是遂宁市总商会

副会长、首届遂宁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会长，

四川金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勋深感自己身

上担子的重要。

“近年来，如何提高遂宁的城市物业管理水平成

为了社会的热点问题。今年的人大会上我准备提出

这方面的议案。”蒋勋告诉记者，解决城市停车难问

题和提高物业管理水平问题是市民最关心的事之

一。作为物业协会的会长，我希望政府加强这方面的

疏导与管理，建立调解机制，促进物业的发展。

蒋勋告诉记者，去年提出的关于加强小区物业纠

纷管理的建议，受到了船山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

视。船山区住建局带头对建议进行了办理，在多处设

立了办事处，建立三级物业调解机制，在社区和物业

小区将物业纠纷解决于萌芽状态。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在投身企业发展的同时，他

也积极回报社会。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全面小康征

程中，他响应中、省、市、区“万企帮万村”活动，积极

参与精准扶贫工作。仁里镇罗家桥村作为金辉保安

有限公司的联系帮扶村，蒋勋给予了该村大量的帮

助。在罗家桥村开展金秋助学、宣传桃花节、以购代

扶等活动，帮助村民增收不少。

“作为新时代的人大代表，更应该心系百姓，更多

的深入细致了解百姓心中所想，知道百姓关注的热点

和焦点，明白他们的心声，发挥好政府与百姓之间的

纽带作用。”蒋勋坦言，自己要时刻牢记使命和责任，

及时反映群众心声，为民鼓与呼。

（全媒体记者 杨雨）

区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 卢自豪

圆产业梦助农增收

1 月 11 日，记者来到老池乡南岭村的天坪岭果业

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负责人卢自豪正和村民交流着。

“你们现在在我这打工，以后技术好了，也可以自己

种。”在卢自豪看来，周边的村民到自己这里来打工，

更多的是可以在这里学到一些技术，方便他们之后更

好的生活。

飞跃村的吴德田已经是这里的老员工了。当初

因为要照顾孙子，他回到家乡。回到家乡后，由于年

纪较大，他很难找到工作。卢自豪得知情况之后，便

请吴德田到自己的合作社打工。“卢老板对我们还是

很照顾的。”吴德田告诉记者，自己在这里打工，不用

担心吃住问题，一个月还能拿到 1500 以上的工资。

对此自己很满足。

卢自豪坦言，自己做农业，除了想把企业做大做

强之外，还希望通过自己的企业，带动周边的村民通

过产业发展致富。据了解，在 2017 年，卢自豪的果业

合作社通过聘请周边的村民在果园打工，已经带动了

600 余户村民增收。而作为一名人大代表，他经常深

入农户家中，了解村民的诉求。他希望通过更多的深

入了解，知晓群众最关心的事，为群众发出呼声，真

正做好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连日来，我发现很多农村贫困人口存在着‘等靠

要’思想。我希望政府能够在这方面给出一些对应的

方法，比如加强对贫困户的教育等。”在今年的船山

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卢自豪将提出

这方面的建议。同时，他也表示，自己会带动更多的

村民到合作社打工挣钱，让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

富。 （全媒体记者 杨雨）

区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 李晓东

发挥企业优势带动村民致富

李晓东是遂宁市和船山区两级的人大代表，也是

四川三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发展

企业的同时，如何为当地的人民群众谋福祉，是他一

直以来关注的焦点问题。

1999 年，从西南财经大学毕业的李晓东，一头扎

进了发展生态农业的事业中，一干就是 18 年。2014
年，他果断转移了自己的事业重心，回到遂宁二次创

业，成立四川三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李晓东在

永兴镇流转土地上千亩，总投资 5000 余万元，着力打

造种养一体的现代新型农业。在企业不断发展的同

时，李晓东不忘回馈社会，积极带动当地的农户和贫

困户发展产业。

村民谌桂军是永兴镇蓬沟村贫困户，由于体弱多病，

无法外出务工。在得知谌桂军的情况之后，李晓东将他

请到了自己的企业帮忙养鸡，让他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

实现了增收。据蓬沟村的村支书钟建平介绍，像谌桂军

这样的贫困户还有很多在李晓东的企业打工。看着发展

壮大的三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钟建平很是感慨。

钟建平表示，李晓东的企业不仅从土地流转上让村民每

年人均增收 1500元，还增加了务工收入。

同时，李晓东先后出资 30 余万元，修通了欧阳祠

村到仁里镇 1.5 公里长的连接道路，解决了村民出行

难问题。他还带领公司员工帮助贫困户解决生活中

的实际困难。他积极为民众鼓与呼，提出了《增加遂

宁到永兴镇公交车车次的建议》等数条涉及民生实事

的建议。李晓东说，下一步，自己准备以“公司 +农

户”或“公司+合作社”的形式，带动周边更多的农户

发展特色种养殖，实现增收。 （全媒体记者 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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