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街雨棚一拆除，总算能睡个好

觉，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了。”近日一

早，黎正东上班时恰巧碰见邹红，大拇

指直夸社区工作做得好。

黎正东是石角镇石角社区居民，

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每天上班早出

晚归。石角社区是一个老旧小区，许

多居民楼都没有飘窗，不少居民自主

搭建了彩钢棚或临街雨棚，不仅影响

市容市貌，还存在安全隐患。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石角社区按照“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创新

推出了“红色加油站”服务平台，发挥

基层党员志愿者的优势，为解决居民

困难需求提供优质服务。

“‘红色加油站’分为党员理想信

仰站、民情民意收集站、为民服务资源

站、志愿精神传播站4个部分，环环相

扣，共同作用。”石角社区党支部书记

邹红说，社区通过民情民意收集站对

居民反映的问题进行汇总分类，然后

由党员志愿者对服务项目进行认领，

服务完成后通过“红色加油站”对服务

结果进行反馈，实现了“问题反映—任

务领取—办理解决—结果反馈”各环

节无缝对接。

前不久，该社区发现居民普遍反

映彩钢棚、临街雨棚问题突出，不少居

民要求进行集中整治。“但也有另一种

声音。”邹红说，安装一个彩钢棚至少

要花费一两千元，许多居民找各种理

由拒绝拆除。通过“红色加油站”，邹

红将社区居民的诉求向石角镇党委政

府汇报后，以主题教育为契机，聚焦群

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并召开会议进

行研究，组织了7个工作队配合拆除工

作。

居民陈昌林意识到拆除违章搭建

确实有必要后，自主拆除了家里10多

平方米的彩钢棚，“能为城市品质提升

出分力，应该的。”截至目前，该社区

280户搭建有彩钢棚或临街雨棚的居

民中，已有270户和社区签订自愿拆除

协议。

石角社区共有82名党员，不同的

党员有不同的技能，他们如同“八仙过

海”，在“红色加油站”发挥着各自的作

用。

“邹书记，我家灯坏了，谁来帮我

看看哟。”10月4日，邹红接到80多岁

空巢老人杨先容的电话。挂电话后，

邹红将这一服务项目发到“为民服务

资源站”微信群里，不到3分钟，党员志

愿者张绍伟领取了任务并前往解决。

“石角社区是石角镇坚持以问题

为导向开展主题教育的一个缩影。”石

角镇党委书记李吉彬表示，该镇组建

了34支宣传队和调查组，通过座谈会、

院坝会、赶场走访等形式广泛收集意

见建议，并初步建立“先学先做先改”

任务清单、软弱涣散党组织摸排清单

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整

改问题3张清单，目前已梳理意见建议

106条，整改销号42条，对无法立即整

改的问题将实行挂单整改、动态管理。

“红色加油站”为党员服务群众“加油”
本报记者 吴长飞 覃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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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洁：怀揣初心奔跑在施工一线

“这户人家的院子干净”

“这些花盆造型好看，花花草

草打理得好好哟”……日前，

赶水镇26个村（社区）的村组

干部，先后来到该镇太公村、

麻柳村参观美丽庭院建设的

示范家庭，看到整洁干净的院

落和正在修建的人行便道，许

多村组干部纷纷竖起大拇指。

“农村要小康，环境算一

桩。”农村人居环境状况关系

农民群众生活品质，事关广大

农民根本福祉。“农户垃圾乱

扔”“土厕所蚊子满天飞”“人

行便道垃圾无人扫”……这些

问题一直是农村环境整治的

难点。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赶

水镇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

人居环境问题入手，下好绣花

功夫，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大大提高群众幸福感和

获得感。 （下转2版）

“难点”变“亮点” 乡村变出“高颜值”
——赶水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侧记

本报记者 吴长飞 通讯员 王中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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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勤华致全区新闻工作者的一封信
全区广大新闻工作者：

值此第二十个中国记者节到来

之际，我代表区委、区政府，对辛勤工

作在全区新闻宣传战线上的同志们

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近年来，全区广大新闻工作者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用

心用情用力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

量，讴歌綦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

成就，反映群众的热切呼声和美好愿

景，切实凝聚起了全区上下团结奋进

的强大力量。实践证明，全区新闻宣

传队伍是一支政治站位高、业务能力

强、工作作风实的高素质队伍。区

委、区政府是充分肯定的，社会各界

也是广泛认可的。

当前，綦江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认

真落实市委陈敏尔书记视察綦江指

示要求，全力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

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綦江）综合

服务区、渝黔合作先行示范区、渝南

中心城市，推动綦江“因地制宜走好

转型路、因势利导打造升级版”，全区

新闻工作者重任在肩、大有可为。希

望你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提

升“四力”，用更加坚定的政治立场传

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用更多优秀的新闻作品记录我

们身处新时代的新发展新变化，为推

动綦江向高质量发展“奔跑”、向高品

质生活“追梦”营造良好氛围再创佳

绩、再立新功！

最后，衷心祝愿全区新闻工作者

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

幸福！

袁勤华
2019年11月7日

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 石汉

谋）11 月 8 日是第 20 个中国记者

节。昨天，我区在区融媒体中心举行

第 20 个中国记者节庆祝表彰座谈

会。区委书记袁勤华致信祝贺。区

委副书记赵如均，区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朱川参加会议。

会上，赵如均宣读了区委书记袁

勤华给全区新闻工作者发来的贺信。

袁勤华在贺信中指出，近年来全

区广大新闻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用心用情用力弘扬

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讴歌綦江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就，反映群众的

热切呼声和美好愿景，切实凝聚起了

全区上下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实

践证明，全区新闻宣传队伍是一支政

治站位高、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实

的高素质队伍。区委、区政府是充分

肯定的，社会各界也是广泛认可的。

袁勤华希望，全区广大新闻工作者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提升“四

力”，用更加坚定的政治立场传播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用更多优秀的新闻作品记录我们身

处新时代的新发展新变化，为推动綦

江向高质量发展“奔跑”、向高品质生

活“追梦”营造良好氛围再创佳绩、再

立新功。

会议指出，值此第二十个中国记

者节到来之际，袁勤华书记专门发来

贺信，充分体现了对新闻工作者的高

度重视，为新闻事业发展指明了方

向。全区广大新闻工作者要牢牢把

握党性原则，旗帜鲜明坚持正确的政

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始终突

出工作重点，不断提高新闻舆论工作

的针对性、实效性，主动适应媒体趋

势，不断提高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影

响力、引导力、公信力，更加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共同推动綦江新闻舆论事

业再上新台阶。

会上还表彰了2019年度优秀新

闻工作者、优秀通讯员等，并颁发了

各类新闻奖。会后参会人员参观了

区融媒体中心。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发出时代最强音

我区召开第20个中国记者节庆祝表彰座谈会
袁勤华致信祝贺

本报讯（记者 石汉谋）11 月 6 日，区

政府党组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学习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

习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区

长姜天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

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

并作出决定，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

史担当，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巩固党的执政

地位、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共中央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讨论稿）》所作的说明和

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

体考虑，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深厚历史底蕴、

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和丰富的实践成果，为

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重要政治任务，全区政府系统各级党组（党

委）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抓好学习领会，自

觉站在“两个维护”的高度学习全会公报全

文，带头学原文、悟原理，切实增强学习的

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学深

学透。要深刻把握全会精神实质和决策要

义，创新谋划各项工作，坚决按照中央要求

抓好落实。要结合主题教育抓好融会贯

通，自觉将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贯穿到学习

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全过

程，切实用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成效检验

主题教育的成果，真正做到两手抓、双促

进。

会议还学习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

学习时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牢固树立“互联网思维”，充分了解区块链技术在新技术

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深刻认识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

势，主动学习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让思想、

行动、能力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和事业发展需要。要主动掌握发展动

态和趋势，围绕“区块链+民生”“区块链+智慧城市”“区块链+政务

服务”，助力“一次办好”改革和营商环境改善。要科学谋划我区发

展区块链的措施办法，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

使区块链技术在推动网络建设、发展数字经济、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村组干部点赞农户庭院前的花花草草

▲ 本报讯（记者 成蓉 赵跃）11月7日，区政协主席母明江主持

召开区政协二届三十五次主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重庆市綦江区深化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行动方

案》落实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相关部

门明确责任、密切配合，有力推进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成效初

显。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加大解放思想力度，牢牢把握

因地制宜走好转型路、因势利导打造升级版的要求，坚持与时俱进，

推动改革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要加强协调，突出重点，紧紧围绕建

设西部陆海贸易新通道（綦江）综合服务区这一主线，以“1+N”的思

路全面落实深化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50条任务。

会议听取了精准脱贫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全区上下高度重

视，目标明确，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明显。会议要求，要进

一步压实责任，形成脱贫攻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确保工作落实

落细；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贫困群众思想教育，帮助贫困群众增强

脱贫攻坚的主体意识，摒弃“等靠要”思想；要查漏补缺补足短板，确

保各项基础数据真实准确，全力以赴做好迎检各项工作。

会议还审议了区政协二届四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2020年迎

春书画联展方案，2019年度区政协委员集中调研视察活动方案，区

政协主席会议成员联系街镇制度。

区政协副主席褚洪春、牟伟、刘林、李北川、周宗容参加会议。

区政协二届三十五次主席会议召开
母明江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