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9日，兰海高

速赶水镇李子沟大桥

段，南来北往的车辆，从

星罗棋布、错落有致的

农民新居旁呼啸而过。

近年来，赶水镇以道路

网络建设为契机，着力

推进农民新村建设，加

快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进一步扮靓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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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口至关坝改建工程预计12月完工

本报讯（记者 成蓉 黎梨）近

日，记者从区交通局获悉，县道扶欢

两河口至万盛关坝镇路段成功升级

为国道 G353。目前，G353 两河口

至关坝改建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7%，预计12月全面完工。

据了解，两河口至关坝路段是

连接G210线和扶欢镇、关坝镇煤化

工园区的重要进出通道，每日行驶

在路上的货车、罐车超过 100 辆

次。该路段过去按照县道标准建

设，路面较窄，且两河口下穿道处弯

大，每次大货车只能单向通过，严重

影响群众出行以及沿线煤化工企业

运输安全。

“车多路窄，以前经常堵车。”两

河口至关坝路段升级改造是群众急

盼解决的大事。对此，区交通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抢抓交通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的黄金机遇，把该

路段纳入全市升级改造计划，把县

道升级为国道，按二级公路标准建

设。

“G353两河口至关坝路段全长

9700 米，如今，已完成了 9400 米的

路面改建，正在施工的是最后 300

米的路面改建以及下穿道铁路跨线

工程的最后收尾工作。”区交通局副

总工程师张集海说，下穿道铁路跨

线工程审批手续繁琐，施工、监理单

位特殊，时间紧、要价高等困难很

多。为了实现短时间、低报价、高效

率开工，区交通局凝心聚力、多策齐

施，多次沟通汇报市级部门、成都铁

路局，争取缩短项目审批时间，同时

与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多次进行了

价格谈判，最终项目顺利推进。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G353扶

欢至关坝改建工程的顺利推进只是

区交通局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的一个缩影，下一

步，该局将继续以新使命新担当展

现新作为，聚力解决群众关心和烦

心的出行问题，全力提速推进交通

网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更方便快

捷的出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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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事创业敢担当”，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出的一条具体目标。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就是要引导全区党员

干部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职责使命，保持旺盛的斗

志，勇于担当作为，敢于直面风险挑战，以一往无前的

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

难，努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敢于担当作为，是一种政治品格，是一种党性要

求。没有担当、不敢担当，任何梦想、任何目标都不可

能实现。回顾我们走过的光辉历程，正是一代又一代

共产党人，初心不改、使命在肩，凭着斗争担当精神，

闯过了一个又一个急难险滩，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

胜利。当前，綦江党员干部最大的使命，就是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

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

态的重要指示要求，因地制宜走好转型路、因势利导

打造升级版。我们要自觉把推动綦江改革发展稳定

的责任担起来，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担起来，把本

职工作责任担起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

责，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

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推动綦江实现高质量发展、

带领人民创造高品质生活。

敢于担当作为，是一种发展能力，是一种成事本

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

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面对不断变化发展的新

形势新要求新任务，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不断提升思想政治素养，提高

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树立正确的发展

观、政绩观、群众观，发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精神，

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关键时刻站得

出来，危急时刻豁得出去。“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

我们要时刻保持能力危机感、本领恐慌感，加快知识

更新、拓宽眼界视野、强化实践锻炼。我们要不断在

实践中锤炼自己的工作能力，善于在面对和解决问题

中开拓奋进，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面对大是大非要敢于亮剑，面对矛盾问

题要敢于迎难而上。坚决主动铲除“为官不为”的土壤、打消“为官不易”的顾

虑，以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大力推进綦江改革发展。

敢于担当作为，是一种使命要求，是一种职责所在。敢于担当作为，我们

就是要切实抓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的贯彻落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转化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实

际行动，把初心使命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一分部

署九分落实，当前我们抓落实的重中之重，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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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

以真抓实劲、敢抓狠劲、善抓巧劲、常抓韧劲，推进中央决策部署、市委工作要

求在綦江落地见效。目前，綦江正处于深化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等等，每一项任务，都需要我们锲而不舍、持续

发力。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咬定青山不放松”，以一往无前的斗志、顽强

拼搏的毅力，凭着“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狠劲，不断推动工作往深里做向实

里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否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

和作风。追梦路上无坦途，在綦江的改革发展中，我们要紧密结合主题教育

的开展，对标对表，自觉把思想觉悟提升上去，把干劲斗志激发出来，把各项

工作落到实处，全力开拓綦江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新境界。

1978 年是共和国历史上不平凡

的一年，这一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

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

折。

在这一年，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

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极大地促进

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历史转折准备了思想条件。

这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实现党

和国家的历史性转折做了充分准备。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

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一个

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

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任

务，振聋发聩地指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

会被葬送”。这篇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集中讨

论并解决了关于党的指导思想、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经济工作、改革开放、保

障人民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同时，还解

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加强和充实了党中央的领导机构，选举成

立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

意义的伟大转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终于从严重的挫折中重新奋起，带领

中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从此，党和国家进入了以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新时期。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本报讯（记者 杨子路 通讯

员 李靖云）10 月 18 日，原三江丝

厂退休员工敖阿姨来到“人力社保

综合服务大厅”，取号、提交资料

……不到半小时，养老退休、职工医

疗补缴等退休相关手续全部办完。

“速度快、效率高、服务优，为人社局

点赞！”快速办结的事项，让敖阿姨

非常满意。

高效的背后，是区人力社保局

“一厅办结人社事”改革的进一步深

化。

“人力社保综合服务大厅于

2017年投入使用，现有服务窗口34

个，涵盖了就业创业、社会保险、人

才一站式服务、劳动维权等业务。”

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

全面实现了“一厅办结人社事”的目

标。

据悉，该大厅从开工到建成投

用仅500天时间，把原来需要6个地

点办理的业务融入一个大厅之中，

100%的人社业务进驻大厅，有效避

免群众办事“跑多头、跑多趟、跑远

路”。

不仅如此，为了让前来办理业

务的市民有更多便利感、获得感，人

社所有窗口均开通老弱病残孕、军

人军属绿色办事通道，在电梯内安

装扶手、盲人按键，在前台配备医药

箱、老花镜、便民伞等，为群众提供

细致周到的服务。

如何更高效开展相关业务？区

人社局同步推进减证便民、全綦通

办、智慧人社三大板块建设，局内信

息共享平台实现数据贯通、资源共

享，新增40台高拍仪保证群众办事

一律不再提供复印件，所有业务可

用社保卡代替身份证。为更加方便

群众办事，还主动上门为工伤二级

伤残人员办理一次性趸缴养老保险

费业务。

为实现简单业务即时办、复杂

业务限时办，缩短群众办事时间，区

人社局持续开展相关调研、反馈会，

逐一破解行风建设中存在的八大问

题。据统计，自 2017 年至今，已累

计减少提交材料 203 项，占群众总

办事材料的42.7%；76%的业务当日

即时办结，90%办结时限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确保业务办理“零超时”。

“不仅如此，我们还推行‘大厅’

值班长制，领导班子率先垂范当‘厅

长’，中层干部踊跃接棒当‘台长’，

群众办事当场办理、立等可取。”该

负责人表示，目前大厅日均接待群

众1800余人次，办件1000余件。

我区“一厅办结人社事”目标全面实现
群众办事不用跑多头、跑多趟、跑远路

伟大的转折

重庆日报讯（记者 杨帆 张

珺）10 月 20 日，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事迹巡回报告会在市委礼堂举行。

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

唐良智会见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

迹巡回报告团成员。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

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

副主任邹天敬，市委副书记任学锋，

市领导张鸣、王赋、李明清，国务院

扶贫办、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有

关负责人和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

府欢迎报告团一行来渝作报告。陈

敏尔说，脱贫攻坚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亲力

亲为、领战督战，今年4月深入石柱

县中益乡调研脱贫攻坚工作，主持

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打

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注入了强大动

力。当前，我市脱贫攻坚工作已进

入决战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

更加需要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

作用。报告团来渝传经送宝，既带

来了脱贫攻坚的先进经验，也带来

了脱贫攻坚的精神力量。大家感人

的事迹，彰显着艰苦奋斗的意志品

质、甘于奉献的担当精神，汇聚起磅

礴向上的奋进力量。全市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先进、

争当先进，咬定目标、一鼓作气，团

结带领广大群众坚决攻克深度贫困

堡垒，全面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不

辜负总书记的期望和嘱托。

邹天敬代表报告团感谢市委、

市政府的精心安排。他表示，报告

团将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扶贫重

要论述，大力宣传先进典型，深入介

绍和交流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和工作

经验，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为重

庆脱贫攻坚工作增添新的动力。

（下转2版）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渝举行
陈敏尔唐良智会见巡回报告团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