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8 日，古南街道

新山村社区组织65名党员

到綦江烈士陵园开展“瞻仰

烈士陵园、祭奠革命先烈”

党员教育活动，重温入党誓

词，聆听红色故事，接受革

命传统教育。

通讯员 杨松 摄

重温
誓词

本报讯（记者 成蓉 邓大伟）

10月23日，我区召开民兵调整改革

检查直前准备任务部署会，会议对

迎检工作作了安排部署。区人武部

部长郭继勇、区人武部政委何先进

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深化民兵调整改革

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重大

决策部署，对深化民兵调整改革情

况进行检查考评，是中央军委国防

动员部党委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

中央军委决策指示的实际行动，是

推动民兵建设发展的有力举措，是

对省军区系统全面建设的实际检

验。全区上下要高度重视，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自觉，切实

把迎检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

紧抓不放。

会议要求，要切实对照《深化民

兵调整改革检查考评实施细则（镇

街、部门）》相关要求，科学筹划，认

真准备，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

压实“四个责任”，坚持党委统揽、主

管主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对存

在的问题要列出清单，任务分解，防

止最后一里掉链子；要切实把大事

办成、难事办妥、好事办好，高标准

做好各项迎检准备工作，用实际行

动诠释对党的忠诚，以工作业绩体

展现我区民兵调整改革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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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村容村貌变美了，中

华村还请人来发掘农耕文化，将綦江

版画点缀在民房上，把村规民约挂上

了公共地带。

借优美乡村景致生财

如今的中华村，到处干净整洁、

绿意盎然、清新怡人，一派花园景象；

宽阔的公路两旁栽下了茂盛的三角

梅，连接着村里的每一户人家；微波

凌凌的百亩鱼塘边坐着几位悠然自

得的垂钓者，一条彩色骑行路正沿着

永丰河紧张施工……

李杰告诉记者，2009 年起，村里

就号召村民开办农家乐来带动乡村

旅游发展。其中，钟友平刚开始还有

些犹豫，担心自己投资数十万元整农

房弄住宿，万一城里人不来家里耍怎

么办？没想到，钟友平第一年就尝到

了甜头。

“村里帮我们策划了一场宣传活

动，邀请城里人下乡吃‘刨猪汤’！”那

年冬天，钟友平家里来了数百拨客

人，他家办了 56 场“刨猪汤”宴席。

后来，钟友平的农家乐生意越来越红

火。2018年，钟友平的年纯收入突破

40万元。

村民王世维家的农家乐同样生

意火爆。他说，村民的卫生习惯改

了，村里的环境变好了，来这里购买

农产品的城里人也多了。每年，他家

除了有接待游客的餐饮住宿收入外，

每年还卖出了数万元的时令蔬果等

土特产品。

“三产融合”壮大乡村休闲游

中华村尝到了借景生财的甜头

后，又将目光投向了更大的生财之道

——把农业产业培育成特色风景，通

过“三产融合”壮大乡村休闲旅游。

“村里有 3000 亩柑橘，120 亩精

品蔬菜，150亩生态鱼塘等，这些产业

都能变成美丽风景。”李杰在村民大

会上说。

开办华懿家庭农场的王茂雨第

一个响应。十多年前，他就在中华村

流转了120亩荒山，发展起了品种出

众的晚熟杂柑。为了美化果园风景，

他决定投入 300 万元打造果园硬件

设施。

两年来，他在杂柑园下开辟了林

下石板路，并在节点位置种下了桂花

树、三角梅、格桑花；他将新培育的柑

橘苗装进花盆，再在里面套种了葱蒜

苗……焕然一新的果园在去年的采

摘游中，卖价 30 元一公斤的杂柑卖

了5万多公斤，创纯收入60万元。

重庆顺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业主汤勇也在池塘边种下垂柳、三角

梅、桂花树，新建了锦鲤观赏池、荷花

池、生态鱼展示池等，原本经营单一

的百亩鱼塘变成了项目繁多的休闲

生态鱼观光地。一年四季，汤勇都要

接待一批批游客，仅去年就接待了3

万余人次。

“我家住在‘王良将军广场’附

近，房前又是汤勇老板的鱼塘风光。”

村民谢燕也嗅到了商机。去年，她和

丈夫决定返乡创业，投入100多万元

修建了一栋时尚的农家乐，并在房前

屋后修建了大花坛。去年10月份开

业仅3个月，其纯收入就有6万元。

“如今，村里的产业环境美了，农

户的院落美了，村民也都富了。”李杰

介绍，2018年，中华村接待游客达20

万人次，创综合收入400余万元。

据10月23日《重庆日报》

我区召开民兵调整改革
检查直前准备任务部署会

本报讯（记者 邓大伟）10 月

22日，区融媒体中心组织开展“讲

红色故事、讲革命精神”主题演讲

比赛，重温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

神。

“我杨怀人在阵地在，不走出

金鸡岭死不瞑目……”比赛中，参

赛选手们或字字铿锵，或娓娓道

来，用赤诚、真挚的情感将大家带

回那些峥嵘岁月。他们的故事里

有英勇杀敌的抗日将领杨怀、有宁

死不屈的红军司务长、有在反第一

次大“围剿”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红

四军军长王良……

这些故事来自綦江的红色历

史档案，来自人民群众的口耳相

传。选手们通过收集整理，用自己

的语言表达对革命先驱的赞扬，讴

歌革命先辈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

伟大精神。

参赛选手吴越说：“此次开展

的两讲活动，采用讲故事的形式，

让我们能够更真切深刻地了解革

命先辈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让中国

人民摆脱三座大山真正站起来所

付出的牺牲，从壮阔的党史中汲取

营养，坚定信仰，更加坚信中国共

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好。”

大家表示，会将革命精神进一

步落实到当前的工作当中，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不断增强“四力”，讲

好中国故事，做新时代的见证者、

开创者、建设者。

本报讯（通讯员 文武）10 月

21日，区纪委监委举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调研成果

交流会，就调研发现的问题、提出

的思路和解决的办法进行总结交

流，切实解决一些突出问题、共性

问题。

会上，区纪委监委班子成员结

合各自工作职责和调研情况进行

交流发言。

会议要求，要自觉把调查研究

贯穿于主题教育全过程，自觉把调

查研究与学习教育、检视问题、整

改落实贯通起来，推动主题教育理

论武装再强化、调查研究再深入、

检视问题再深刻、整改落实再发

力，以新的工作成效检验主题教育

成果。要坚持问题导向、工作导

向，把调查研究与做好当前重点工

作有机结合起来，在紧盯问题、找

准问题、抓实问题上下功夫，做到

哪里存在问题就去哪里调研，哪些

问题突出就重点调研哪些问题，把

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推动问题解

决作为调研首要任务，通过调研做

到主题教育有抓手、破解难题有办

法。要做好调研成果转化“后半篇

文章”，注重举一反三，树立实效导

向，认真把好的经验做法形成制度

机制，集中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努

力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深化主题教

育、推动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

本 报 讯（记 者 魏 源

森）在东部新城管委会“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领导班子检视问题清

单》上有这样一条内容：项

目建设管理不够规范，主要

表现在项目班子的组建与

责任明确、项目管理流程等

方面。这条内容是单位内

部征集意见建议时职工提

出的。

据悉，2019年东部新城

管委会（城投公司）牵头重

点项目 29 个，其中新建 17

个、续建 12 个 ，计划投资

120.094亿元，今年计划投资

29.829 亿元。其中，政府投

资项目16个，新建10个、续

建 6 个，计划投资 13.584 亿

元，今年计划投资 4.889 亿

元；民心工程6个，今年计划

投资8.309亿元。

东部新城管委会建设

管理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

项目建设管理不规范会影

响项目质量，导致项目建设

工期拉长、投入增加，还有

可能引发不必要的矛盾。

收到意见建议后，管委

会班子高度重视，不仅将其

纳入《领导班子检视问题清

单》重点落实，还明确了责

任领导、责任部室、整改时

限及整改措施。

目前，东部新城管委会

已就项目建设管理有关工

作进行了调查研究，正着手

制定出台相关规章制度，进

一步规范项目建设管理流

程，明确管理人员，落实工

作职责，保障项目建设质

量。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 黎梨）

10月22日，永川区委宣传部一行来

綦，调研我区融媒体中心建设情况。

调研中，永川区委宣传部一行

现场观看了区融媒体中心调度流程

实例演示，听取了新闻指挥调度系

统、全媒体内容生成系统、全媒体内

容管理系统等应用功能情况介绍，

称赞我区融媒体中心建设速度快、

效果好。

在当天召开的座谈会上，双方

就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服务模

式、技术支撑、平台搭建等事项开展

交流。在了解到我区融媒体中心现

已建好新闻、政务、服务、电商等深

度融合的新闻采编平台，拥有一支

实力雄厚的业务团队、技术开发团

队和运维服务团队后，永川区委宣

传部一行表示，我区一如既往地高

度重视舆论宣传工作，将媒体融合

落到了实处，融得透彻、融得扎实，

希望双方继续加强合作，互联互通，

共同建设好区县级融媒体中心。

永川区委宣传部来綦
调研融媒体中心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张玲）近

日，区委老干局组织全体机关干

部，联合团区委和建设银行綦江

支行前往永新镇开展“问政于民、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走访调研活

动。

此次调研共分5个工作组，对

永新镇33个村居全覆盖走访，重

点调查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问

题、群众重点关心和亟需解决的

困难。调研对象包括困难党员、

贫困户、民政救助人员等各类群

体共计300余人，累计收集整理各

类问题、意见建议30余条，根据问

题分类罗列、分别上报至有关部

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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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纪委监委

以调研为抓手推进主题教育

东部新城管委会

强化责任抓落实 紧盯问题促整改

讲述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精神
区融媒体中心开展主题演讲比赛

“整”出农业好“钱”景

本报讯（通讯员 张止戈）“这

下子找到工作了，以后我们的生活

也更有奔头了！”近日，在重庆航墙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招聘摊位前，永

新镇低保人员李斌刚与这家公司达

成了就业意向协议。

当天，由区人力社保局组织的

2019年“就业扶贫行动日”政策宣传

暨专场招聘会在红星国际广场举

行，吸引了千余人参加，近300人达

成意向性协议。

据悉，本次招聘以就业扶贫为

主题，专门针对我区农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低保家

庭人员、残疾人等各类求职者，以民

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为宣传重点，同

时鼓励其他各类企事业单位参加招

聘活动。专场招聘会共 41 家企业

参与，根据市场需求和贫困劳动力

就业需求提供岗位 500 余个，覆盖

机械加工、餐饮服务、销售等 21 个

工种。

活动当天，区人力社保局还集

中开展就业扶贫送政策、送信息、送

服务、送岗位等活动，组织工作人员

走访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52户，为

35名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进行

就业需求登记，提供岗位560个，签

订就业意向农村贫困人员15人，提

供职业指导和政策咨询 390 人，把

人力社保“好声音”传到了贫困人员

家中。

“就业扶贫行动日”专场招聘会举行

300名贫困群众找到“饭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