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获奖作品 《梨园春色》 作者 孟传平

本报讯（通讯员 周倩）日前，

中国首届中华艺术国际书画展赛在

北京落幕。我区民间艺术家孟传平

的木刻作品《梨园春色》参加本次展

赛并喜获木刻艺术专业一等奖。

1940 年 10 月出生于我区石角

镇丰岩村的孟传平，为国家一级美

术师、书法师，中国美协理事、中国

书协会员，2017年被中国文联聘为

名誉顾问。其代表作品包括《凤竹

之乡》《春风杨柳》《荷塘清悠悠》等，

部分作品被收入《中国当代艺术界

名人录》《现代中国绘画》《中国美术

选集》等几十部图书中。

孟传平此次获奖作品《梨园春

色》为单线黑白木刻作品，尺寸大小

45×46厘米。其创作灵感源于綦江

永新梨花山美景，页面由三大部分

组成，左下方是成群的鸡，中间大片

梨花树，右上方是观景亭。创作者

由近到远布局，体现空间感和层次

性，并将梨花树艺术化，表现为直线

树干，挺拔向上。作品融合了国画、

版画、木刻的艺术技巧和方法，体现

了国画的布局、綦江农民版画的艺

术元素，以及木刻艺术的技法，是难

得一见的艺术品。

中国首届中华艺术国际书画展赛落幕

《梨园春色》获一等奖

日前，中国（重庆）第十四届老年产业博览会暨 2019 美好生活嘉年华

——老年人才艺表演决赛落幕，我区綦齿社区艺术团、双龙社区艺术团在18

支晋级全市决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分获冠军、季军。 通讯员 蔡娣

日前，古南街道党工委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利用区内

的红色资源，组织街道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通过重走长征

路等，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通讯员 张露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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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盛镇主题教育听民意

人行便道修到群众心坎上
本报记者 谢天骄

（上接１版）

三重机制
为贫困户量身定制“甜蜜生活”

记者在甜蜜公司看到，中峰镇

的蜂农们忙着收蜜、抽检和包装。

在生产车间里，贫困户何德全忙得

不亦乐乎。

何德全说，镇里鼓励养蜂后，他

利用扶贫小额贷款发展了25箱蜂，

托管在村集体公司，一年预计可获

益3750元。上个月，他成功申请到

了公益性岗位，来到公司务工，一个

月工资1400多元。

“我们发展蜂蜜产业与贫困户

有三重利益联结机制。”中峰镇党委

书记李崇宇介绍。

第一重是“托管分红+效益分

红”，即全镇173户贫困户均有一箱

蜂在集体公司托管，每户可享每年

240元的托管分红；针对蜂蜜售出的

效益，按照“村集体 30%+村集体公

司30%+贫困户40%”的模式进行效

益分红。

该镇有10户贫困户失去了劳动

力，无法进行蜜蜂的日常管护。镇

里鼓励他们申请扶贫小额贷款1万

元，为其购买 15 群蜂进行集中托

管。按每箱500元的标准进行补助，

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并保证连续两

年分红不低于每年2250元，实现户

均增收6000元。此为第二重机制。

第三重机制则是针对有意愿、

有能力的70户贫困户，镇里每户分

发4至6箱蜂进行分散养殖，并专门

派产业发展指导员开展技术指导，

确保每箱蜂产量5斤左右，户均增收

2400元。

李崇宇说，蜂群规模扩大后，该

镇鼓励蜂农在门前屋后栽种蜜源植

物，并集中新栽种了蜜源植物 3000

亩，有五倍子、乌桕、荆条等蜜粉植

物100余种，为蜂蜜生产创造了良好

的天然条件。

“蜂情小镇”
开启乡村休闲特色游

现场割蜜、寻找蜂王、组装蜂箱

……今年 9 月，在 2019 年中国农民

丰收节（綦江）暨中峰镇第二届采蜜

体验节上，丰富多彩的“甜蜜”活动

让千余名游客度过了愉快的休闲时

光，还品尝和购买了优质蜂蜜。

“壮大乡村旅游是发展好蜂蜜

产业的下半场。”李崇宇说，各地的

蜜蜂产业发展迅速，为了做出自己

的特色，该镇先后建成了“蜂文化展

览馆”和“蜜源品鉴园”，围绕“蜂情

小镇，甜蜜中峰”打造特色乡村旅

游。

记者在这里看到，游客可以在

印象咏蜂园、印象画蜂园等不同主

题的蜂园中，了解蜂蜜的各种知识

和食用价值，亲手割取蜂蜜，调制独

具风味的蜂蜜饮品。

听说老家游客越来越多后，原

本在主城务工的村民严维彬嗅到商

机，返乡创办了该村第一家主题农

家乐。去年，他投入10余万元修建

了一栋富有乡村气息的农家乐，并

在房前屋后建起了花坛，栽满鲜花

绿草。仅今年暑假期间，他收入达5

万多元。

“如今，我们的蜂蜜产业初具规

模，蜂蜜品牌也进一步打响，贫困户

有了增收途径，农户也富了。”李崇

宇说，中峰镇这个大山里的小镇将

越来越“甜”。

“甜蜜”的中峰之旅

近日下午，暖阳拂面。73

岁老人杨昌秀照例从家里走了

出来，准备去离家百米开外的

施工队看看，那里的搅拌机正

在和材料。这条正在施工中的

人行便道，将通到她的家门口。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隆盛镇荣农村被

确定为软弱涣散村，村民强烈

反映人行便道不足的问题。该

问题被列入了整改问题清单，

该村随即修建人行便道。

拿杨昌秀的话来说，这便

道真是修到了她的心坎上。

杨昌秀的丈夫已去世多

年，儿女都有自己的家庭和事

业。谢绝了子女下山同住的邀

请，她独居在农村老家。

农村山好水好，国家政策

也都好，生活费用有儿女照料

也不担心，杨昌秀生活得很满

意。一直以来，她唯一觉得遗

憾的就是，通社公路到自家房

屋这 180 米路段还是土路，下

雨天又湿又滑，对老年人来说

根本不敢出门。

现在好了，两天时间，施工

队就给她修建了这条 180 米

长、1米宽、10公分厚的人行便

道，“以后进出就方便了”杨昌

秀笑得合不拢嘴。

在荣农村，和杨昌秀一样

打心眼里高兴的人还有很多。

隆盛镇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当中，积极收集

居民反馈意见，把群众关心的、

担心的事项，列入问题清单，并

积极推动落实。这其中一项，

便正是修建人行便道。

经过前期工作，本月初，荣

农村 10 公里人行便道建设项

目进场，目前正抓紧施工。到

下个月底项目完工，加上之前

修建的 6 公里人行便道，荣农

村常年在家的农户房屋人行便

道基本能够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魏源森）2018年

底，重庆市出台了《重庆市城市提升

行动计划》，要求城市必须做到外有

“颜值”，内有“品质”。我区东部新

城自2008年开发建设以来，已建成

约11平方公里，红星美凯龙、万达等

商业综合体相继建成投用，千山半

岛国际、东方新天地、红星紫郡等品

质小区初具规模。但新建楼盘入住

率不高、核心商圈人气不旺等现状

依然阻碍着新城的发展。

今年 9 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启动以来，东部新城管

委会继续将城市品质提升作为重要

课题来调查研究。针对调研中发现

的交通、基础设施等欠账多、城市管

理跟不上城市建设等问题，提出了

行之有效的措施并加以整改。

据了解，目前，东部新城管委会

正在对新城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设施等硬件设施进行查漏补缺，

并按城市开发建设时序，制定未来

几年城市硬件设施建设计划；强化

城市管理工作，对已建成未移交的

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将尽快完成移

交，加大对质保期内绿化项目的管

理力度，不让其成为“撂荒地”。

东部新城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我区已完成孟家院公铁立交、通

惠互通高速下道口、通惠大道、滨河

大道路面维修改造、待货市场等一

批城市品质提升项目，接下来还将

加快推动城周绿化、翠屏山（玉堂

林）公园、通惠社区公园、綦江中学

地下人行通道等项目建设，进一步

提升城市品质。

东部新城管委会

找准问题抓整改 加快城市品质提升

工人正在施工，人行便道即将建成 记者 谢天骄 摄

本报讯（记者 张静）11 月 14

日，副区长蒲德洪在区农业农村委，

为该委100多名机关干部上了一堂

生动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专题党课。

讲课中，蒲德洪围绕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主题，从“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是党员干部应有的精神追求、

清醒认识当前脱贫攻坚面临的形

势、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践行

“三农”干部的初心和使命等方面作

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蒲德洪指出，高质量打赢打好

脱贫攻坚决胜之战，要进一步加强

组织领导，压实各级政治责任。要

聚焦精准脱贫，动态解决“两不愁三

保障”。要改善农村面貌，提升脱贫

质量水平。要整改存在问题，建立

长效机制。要强化宣传引导，激发

贫困对象内生动力。要严格执纪问

责，锤炼过硬工作作风。要夯实基

础工作，全面强化精细管理。要做

好统筹衔接，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协同推进。

高质量打赢打好
脱贫攻坚决胜之战

区纪委监委开展应知应会专题测试

以考促学 以考促用
本报讯（通讯员 李凤林）日

前，区纪委监委组织开展纪检监察

业务应知应会专题测试，该委机关、

派驻（出）机构、巡察机构和街镇纪

委的纪检监察干部共 196 人分 3 批

次参加书面闭卷测试。

此次测试，从监察法和《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主要内容，到

《规则》《规定》相关释义，从党规党

纪和法律法规的不同表述，到两者

之间的内在联系等，本着“以考促

学、以学促用”的指导思想，采取分

3 批次集中“统考”的形式，对监察

法、《条例》《规则》《规定》等相关内

容进行了考查。

“考试实际上是另外一种方式

的学习，也是查漏补缺的过程。”区

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考试不

是目的，目的在于以考促学促用，推

动学懂弄通做实，进一步提升纪检

监察干部对党纪法规的熟悉度和熟

练运用的程度，真正做到入脑入心，

为锻造纪检监察铁军，推动全区纪

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

障。

近日，记者在綦

江中学整体迁建工

程施工现场看到，学

校外墙粉饰已基本

完工。据了解，该工

程于 2017 年 5 月动

工，目前已完成主体

工程施工，正在进行

室内装修、玻璃幕墙

施工、外部环境打造

及水电气管网安装

等，预计2020年5月

竣工。

记者 魏源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