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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 贫 攻 坚 进 行 时

本报讯（记者 陈正策 刘彤）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人

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9 月 11 日，我

区召开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座

谈会，共迎中秋、共话友谊、共谋发

展。

区委书记袁勤华出席会议并讲

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前元，区政

协主席母明江，区领导钟远平、雷瑞

宏、褚洪春、牟伟、刘林、李北川、周

宗容出席会议。区委副书记赵如均

主持会议。

袁勤华在讲话中回顾了人民政

协70年走过的光辉历程，充分肯定

了区政协在不同历史时期，为綦江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他

指出，近年来，区政协团结带领广大

政协委员，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建设

“文化政协、民情政协、诤言政协、创

新政协、和谐政协”的总体思路，牢

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认真

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三大职能，为助推綦江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贡献了“政协力

量”。

袁勤华指出，当前，綦江正处在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

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

敏尔视察綦江指示要求，全力抢抓

西部陆海新通道、渝黔合作先行示

范区建设等机遇，走好转型路、打造

升级版的关键时期，需要全区上下

同心同德、奋力拼搏，付出更为积

极、更加艰苦的努力。要聚焦政治

方向，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政协的领

导，在思想建设上有更高自觉。要

聚焦主责主业，进一步找准定位、规

范形式、注重方法，在协商民主上有

更多举措。要聚焦中心全局，紧扣

改革发展和社会民生，在服务发展

上有更大作为。要聚焦团结共进，

营造合作共事氛围，搭建团结联谊

平台，在凝聚力量上有更好成效。

要聚焦自身建设，着力打造高素质

的委员队伍，把履职质量导向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提升质效上有

更大进步。

袁勤华表示，区委将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坚持把政

协工作纳入党委工作总体布局，一如

既往地全力支持政协按照章程独立

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区政协党

组要切实发挥在政协工作中的领导

作用，保证党的决策部署在政协各项

工作中有效落实。各街镇、各部门要

高度重视，积极支持政协工作，自觉

接受政协的监督，积极采纳和落实政

协提出的意见建议。

会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

党派人士代表围绕主题，分别作了

交流发言。

区级相关部门、各街镇、在綦市

属机构主要负责人等参加座谈会。

我区庆祝人民政协成立七十周年座谈会召开

同心同德 奋力拼搏
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

本报讯（记者 刘琦 赵跃）9月10日，区政协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动员会，学习贯彻全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精神。区政协主席母明江参加会议并讲话。

母明江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

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作出的重大部署，是加强政协思想理论武装的重

要内容、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加强同各界群众联系的迫切需

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母明江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在深化认识上下功夫、见实效；要精

准把握主题教育的任务目标，大力弘扬人民政协的学习之风、调查研究之

风、履职为民之风、改革创新之风、密切联系群众之风，推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有序开展；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领导责任，加强宣传引导，

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作用，确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区政协副主席褚洪春主持会议。区政协副主席牟伟、刘林、李北川、周

宗容参加会议。

区政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 题 教 育 动 员 会 召 开

9月9日，綦江区东溪镇福林学校唐家村小，林凯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在学校附近的田间上课。林凯因病截去了左前臂，

却依然坚守在这个大山深处的乡村学校，今年是他独臂支撑三尺讲台的第十六个年头。 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 摄

据9月10日《重庆日报》

眼下的石壕镇石泉村高粱种植基地里，一片繁忙景象。

“以前我们都是种玉米，大概卖1.5元一斤。现在改种高粱，最低都能卖3

元一斤。”贫困户熊兴全笑着说，今年他种了5亩高粱，目前正在抓紧收割，收

获2500斤没问题。

熊兴全今年45岁，因妻子长期患病，孩子们还在上学，家庭收入往往入不

敷出，被精准识别为贫困户。他说，石泉村位于石壕镇中部，全村约有4200多

亩耕地，以前大部分种的玉米和水稻，变化源于2017年的一次考察。

原来，石泉村与贵州习水县温水镇仅一河之隔，2017年温水镇不少茅台

酒经销商考察时发现，石泉村产出的高粱颗粒大、品质佳，便找到石泉村村两

委商量：让村民多种高粱，他们免费提供种子和肥料，还以保底价进行回收。

面对这样的机会，石泉村党总支书记陈昌贵和同事们谨慎地算了算账：

高粱和玉米的亩产量相当，但市场价却是玉米的两倍。改种高粱，值！

2018年4月，石泉村先在10组和11组进行改种试点，并鼓励散种玉米的

村民改种高粱，全村的高粱种植面积达到了1500余亩。“贫困户杨云军种了5

亩高粱，以3.6元一斤的价格卖出后，得到了近1万元的收入。”陈昌贵说，尝到

甜头后，他又把亲戚家的闲置土地接手过来，今年又增种了两亩高粱。

为了将高粱种植打造成助推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石泉村成立了蕴鑫劳

务公司，以“村集体+公司+贫困户”的方式，将村民的闲置地流转过来种高粱，

并吸纳贫困户前来务工。

“改种高粱，改出了石泉村发展的新路子。”陈昌贵介绍说，今年采用经销

商提供的种子和肥料，高粱长势良好，再有一两个月就能全部售出。依托蕴鑫

劳务公司，石泉村的高粱种植面积将扩大至3000亩，其中利润的15%用来扶

持贫困户，45%则用来完善基础设施，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打好基础。

石壕镇石泉村

不种玉米种高粱 收入翻一番
本报记者 吴长飞

独臂支撑三尺讲台

本报讯（记者 张学成）9月10日，由区政协联合巴南

区政协、南川区政协举办的以“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为

主题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人民政协成立

70周年书画摄影联展在红星国际广场开幕。

市政协副主席周克勤宣布联展开幕。区政协主席母

明江致辞。市政协副秘书长、联络委主任余季平，区政协

副主席褚洪春、牟伟、刘林、李北川参加活动。

母明江在致辞中表示，新时代有新使命，三地政协将

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用心、用

情、用力，为繁荣三地文化事业，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此次联展共展出书画摄影作品181件，其中书法作品

61件、美术作品60件、摄影作品60件。作品内容丰富、诗

意洋溢，传承与创新相得益彰，充分展示了三地的艺术精

华。艺术家们以笔墨抒情，用镜头记录，表现出对党、对

家乡、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热情讴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我国各行各业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联展将先后在綦

江区、巴南区、南川区展出，在我区的展出时间为9月10

日至12日。

当天，由区政协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图片书法美术摄影展也同时

在红星国际广场举行，共展出作品161件，其中历年老照

片40件、书法作品43件、美术作品38件、摄影作品40件。

这些作品生动地反映了70年来綦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

令人瞩目的成就，客观地展现了綦江人民的幸福生活。

其中，充满人文情怀的历年老照片更是展览中的亮点，让

市民切身感受到了家乡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未来

更加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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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正策 刘彤）9

月11日，全市健康养老示范基地现场

推进会在我区横山镇召开，总结推广

市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试点工作经

验做法，进一步加快推进健康养老示

范基地建设，促进全市康养产业快速

发展。

市政府副市长潘毅琴出席会议

并讲话，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凌凡，

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步新，区

委书记袁勤华参加活动。

今年3月，我市启动市级健康养

老示范基地试点工作，确定綦江横

山、江津四面山、武隆仙女山、石柱黄

水、酉阳龚滩、万盛黑山6个镇作为

“市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先行试点

地区，着力围绕服务新时代老年人康

养旅养生活方式，探索养老服务新业

态、新模式。

会上，市民政局通报了市级健康

养老示范基地试点工作进展情况，綦

江区、武隆区、石柱县、重庆禾康智慧

养老产业有限公司有关负责同志就

推进市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建设的

经验做法进行了交流发言。

袁勤华在致辞中表示，这次现场

会在綦江召开，既让我们心中更有底

气，也将让我们前进更有方向。綦江

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市委、市政

府加快发展康养产业的部署要求，坚

持学好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

化路”，切实做好“康养+”这篇大文

章，加快推进市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

建设，以实干、用实绩，努力推动綦江

的康养产业为全市增光、为全市添

彩。

潘毅琴对市级健康养老示范基

地试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

定。她指出，打造健康养老示范基

地，有助于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促进

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和提高老年人生

活品质，大家要切实提高站位，充分

认识健康养老示范基地建设的重要

意义。

潘毅琴强调，推进健康养老示范

基地建设，是推动养老服务发展的大

事，是造福老年群众的民生实事。市

级有关部门和各区县要高度重视，明

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措施，扎实有

序推进健康养老示范基地建设。要

坚持规划先行，完善顶层设计；坚持

功能聚合，打造特色亮点；坚持政府

主导，推动市场运作，确保取得实实

在在的效果。

潘毅琴强调，养老服务既是大民

生，也是大产业，要把握机遇，加快推

进全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要围绕

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

为补充、医养相结合”养老服务体系

的基本目标，坚持“民生大事业、增长

新动能”的基本定位，按照“政府主导

建平台、企业支撑优运营、聚焦需求

保供给”的基本思路，补短板、强弱

项、提质量，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

覆盖为突破口，积极推进“普惠养老、

便利养老、品质养老”，探索符合重庆

实际的养老服务发展路径，有效满足

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

求，努力到2022年实现“养老服务体

系更健全、发展环境更优化、医养结

合更紧密、产业发展更多元”的目标。

会前，与会人员还前往清风场康

养服务点、横山康养服务中心、巨龙

社区养老服务站、观云庄北苑康养服

务点等地进行了现场观摩，详细了解

横山市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建设情

况。

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松

强，市文化旅游委党委委员、副主任

朱茂，区政府副区长刘芳敏，以及市

财政局、市卫生健康委等6部门，江北

区、沙坪坝区等13个区县民政局相关

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全市健康养老示范基地现场推进会在綦召开
潘毅琴出席会议并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