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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 贫 攻 坚 进 行 时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坚定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
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一身正气，是共产党人的修养本色；清正廉

洁，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之本。本次主题教育

把“清正廉洁作表率”作为目标任务之一，充分

彰显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坚决惩治

腐败的立场。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应强化自我修

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

权现象作斗争，坚决预防和反对腐败，锤炼忠诚

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

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

政治本色。

要实现“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就要以

史为镜、以人为镜、以事为镜。只有保持思想上

的清醒，才会有行动上的自觉。我们必须保持

清醒的头脑，深刻明白“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

道理。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历程，无论是在艰苦

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一代又一代的共

产党人，无不保持着清正廉洁的本色。比如延

安时期，毛泽东同志住的是窑洞，周恩来同志睡

的是土炕，彭德怀经常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改

制的背心，林伯渠戴着断了腿的眼镜……正是

以他们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用清正廉洁的人格

魅力凝聚民心、汇聚民力，通过长期努力，才让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而纵观近年来所有落马贪官的堕落

轨迹，无不是违背清正廉洁要求而跌落犯罪深

渊的。这些落马的贪官，既没有“清正廉洁”的

志向，也没有“作表率”的追求，在实际工作中，

损公肥私、中饱私囊，侵害群众利益、伤害群众

感情，最终走上歧路。我们要用好这些“活教

材”，从他们的教训中受警醒、知敬畏、明底线，

始终保持警钟长鸣。打铁还需自身硬，一个党

员干部只有自己练就金刚不坏之身，不搞特权、不谋私利、不徇私情，

才能把腰板挺直，赢得群众的信赖。

要实现“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就要始终慎独、慎初、慎微、慎

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告诫党员干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发财

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只有行得端、走得正，才

能行得稳、走得远。“堤溃蚁孔、气泄针芒”，我们必须坚持从小事小节

上加强修养，“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从一点一滴中完善

自己。面对新的历史时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

部环境考验，我们要严格自律，毫不懈怠，在工作生活中的任何时候，

都要做到“心中有戒”“三省吾身”。破坏一次规矩、搞一次特殊、谋一

次私利，就会打开贪欲的缺口，而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我们要常修

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系好第一颗扣子、把好

第一个关口、守住第一道防线；我们要始终坚持管好生活圈、交往圈、

娱乐圈，正确处理好公私、义利、情法等关系，自觉在权力、金钱等欲望

面前砌起“防火墙”、架起“高压线”、安上“廉洁锁”。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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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讯（记者 杨帆 张珺）

11 月 18 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

达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

现场会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

组全体会议精神，通报重庆市党政代

表团赴山东省考察东西部扶贫协作工

作情况，听取全市落实第二轮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我市

2019年鲁渝扶贫协作工作和2019重庆

英才大会及全市人才工作情况汇报，

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

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委常

委出席。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党组

主要负责同志，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

志，市检察院、重庆大学主要负责同志

列席。

会议指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突出问题整改现场会暨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对当前长

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形势作出精准判

断，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实

现高质量发展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落实

好这次会议提出的工作要求，坚定贯

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牢牢

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努力在

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

作用。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抓好长

江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坚决抓好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问题整

改，坚决抓好自查问题整改，不断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统筹推进各类问题整

改。要坚持绩效导向，紧扣整改目标

任务，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监督责任，

明确责任单位，严肃追责问责。要坚

持目标导向，学好用好“两山论”，走深

走实“两化路”，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

统治理，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走出一条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为推动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会议指出，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赴

山东省学习考察，召开山东·重庆扶贫

协作第十三次联席会议，进一步深化

东西部扶贫协作，学习山东经济社会

发展好经验好做法，推动鲁渝全方位

合作。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紧密结合实

际，用好学习考察成果，务实推动各项

工作。当前，全市脱贫攻坚已到了决

战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要持

续深化扶贫协作，健全协作机制，主动

对接沟通，抓好工作落实，推进企业合

作、项目引领、产业发展、促进就业等

各项工作。要持续深化鲁渝合作，按

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原则，加强招商

引资、产业合作，抓好开放合作、创新

协作，深化人文交流、旅游合作，推动

双方合作取得更大成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

庆时强调，要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

的人才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我

们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指明了方向。

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

力实施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行动计

划，加大引才留才用才力度，为重庆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人才保障。要进

一步办好重庆英才大会，聚焦“近者

悦、远者来”主题，提升大会国际化、高

端化、市场化水平，高标准打造知名人

才活动，唱响重庆英才品牌。要进一

步做好人才工作，构建更加完备的人

才政策体系，打造更加优质的人才发

展平台，既重视“智能”人才、又重视

“技能”人才，既注重培养本土创新人

才、又大力引进“高精尖缺”领军人才，

共同营造良好人才生态，让各类人才

在重庆干得安心、住得舒心、过得开

心。

会议审议了市委五届七次全会有

关方案和文件。会议强调，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上下的重要政治

任务。要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

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通过召开

市委五届七次全会，把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引向深入，更好

地引导全市上下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上来，把智

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全会确定的目标

任务上来，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重

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

初冬时节，海拔千米的三角镇中

坝村，浓密的云雾裹挟着雨水将这个

天台山脚下的小村庄笼罩成一片缥缈

仙境。中坝村第一书记龙俊才不由赋

诗一首：“天台横空云雾茫，龙腾虎跃

山河壮。海市蜃楼何处寻，江山多娇

我故乡。”

找到“穷根”

2019 年 3 月，重庆市城投公租房

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副总经理龙俊

才主动请缨并经市委组织部选派驻中

坝村第一书记。履新第一天，他就被

中坝村的美景所折服。诗意的天台山

八景、浓厚的农耕文化、宜居的生态环

境……可肩上的责任也不断提醒他：

找到中坝村的穷根，拔掉它！

中坝村有9个组，总人口1480人，

是三角镇最偏远的村之一，曾是市级

贫困村。进驻的第一个月，龙俊才就

遍访了全村44户贫困户，深入低保户、

五保户和困难党员家庭，倾心尽力帮

助解决村民子女就学、房屋漏水、农产

品滞销、生产发展等问题。

“中坝村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信

息闭塞，田园牧歌气息浓重，既是世外

桃源，又是被遗忘的角落。”龙俊才坦

言，经过认真地入户调研分析，自己总

结中坝村最深层的致贫原因是思想懈

惰。不管是因病、因残还是因学，大部

分贫困户都具备劳动生产能力的，但

仍然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因此，激

发村民的内生原动力，把村民的主动

性调动起来才是解决贫困的根本。

党建聚力

今年7月，为庆祝建党98周年，结

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

坝村村支两委联合重庆城投集团路桥

公司、九龙坡区文化旅游委、区文化旅

游委、中国电信綦江公司等党委（支

部）在中坝村开展支部联建活动，宣讲

入党初心、重温入党誓词、开展困难党

员慰问等。

“这是我们抓党建的一个重要举

措之一，就是‘过日子’。”龙俊才说，五

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八一建军节，

中坝村都组织了相应的活动，目前还

在筹备中坝村自己的春节联欢晚会，

邀请村民欢聚一趟，努力携手摆脱贫

困迈入小康。

据介绍，中坝村摸索出“强班子、

结对子、钉钉子、扣扣子、过日子”的五

举措抓党建。“强班子”就是回引村里

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村支两委班子中；

“结对子”就是和重庆城投集团路桥公

司等 4 个党委（支部）开展支部联建；

“钉钉子”主要是在村里的基础设施建

设中，点面结合，像钉钉子一样钉住；

“扣扣子”是在针对产业发展上，落实

产业帮扶责任人，环环紧扣。“过日子”

就是抓住节日开展主题活动，做到“月

月有活动、天天有提高”，激发群众的

脱贫原动力。

除此之外，龙俊才还在村里设置

了“光荣榜”“加油榜”，激励先进脱贫

户从思想上、行动上帮助贫困户，让贫

困户看到脱贫的希望和美好。

“龙书记到村以后，带领村支两委

每个月开展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许多

村民都有了干事创业的热情，村里的

气氛越来越好。”村民王朝平由衷地

说。

甘当路石

中坝村有4个组的交通一直都是

泥结石路，路面坑坑洼洼，一到下雨便

泥泞难行。要想脱贫致富，必须先修

路。

修路这件事，龙晓波可谓是历尽

艰辛。不管是占地、移苗、迁坟和拆

房，还是通了这家没通那家的路线选

择，协调工作永远伴随着每一个环

节。但这些，都被他一一解决。

“我是贫困山区出身，热爱农村，

也了解农村。”龙俊才说，协调工作难

在耐心和毅力，需要反复登门“游说”，

需要攻心攻脑撬动村民们的思想，上

门五六趟与村民反复协商都是常事。

凭着“愚公移山”的精神，扶贫工

作队把协调工作做到了极致，中坝村

泥泞的道路陆续硬化，一条进出中坝

的6.5米宽、8公里长的柏油路修建完

工，城投集团和公租房公司援建了2公

里太阳能路灯，更是点亮了村民回家

的路。

“中坝人很淳朴，他们善解人意，

在工作中很能谅解我们的难处。”龙俊

才说，自己正在积极为中坝村引流人

才、培养人才，他坚信中坝人能靠自己

强大起来，而自己只不过是这条通往

致富道路上的一颗铺路石而已。

和龙俊才一样，为綦江脱贫攻坚

献身铺路，甘愿为路石的第一书记还

有254名。他们有的是区级部门干部，

有的是民营企业家，他们任职在贫困

村、空壳村、薄弱村，奔波于田埂与农

社，用双肩挑起重担、扛起责任，用一

腔热血与情怀、青春与奋斗，助力空壳

村“破壳清零”，让更多的薄弱村发展

壮大。

本报讯（记者 成蓉 邓大伟 通讯员 田俊利）11月19日，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前元率队调研我区高新区创建工作。他指出，

要凝心聚力，卯足干劲，以务实举措确保高新区创建成功，为全区经

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是日下午，王前元一行深入高新区规划展览馆、重庆赛之源齿

轮制造有限公司、重庆烯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地，实地查看了

高新区规划展览馆建设情况、企业创新发展情况等，并通过座谈会

详细了解高新区创建各项工作。

王前元对高新区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

定。他指出，创建高新区有利于我区工业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招

商引资、有利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全区上下务必深化认识，卯足干

劲，凝心聚力，全力冲刺，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创建工作扎实开

展，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迎检工作。

王前元要求，要对标对表高新区创建的各项指标任务，找准差

距全面补齐短板；要强化统筹协调，科学调度，切实把责任落实到每

一个单位；要严格按照创建工作重要时间节点，挂图作战、打表推

进，确保各项工作开展有条不紊；要突出重点，扎实抓好规划展览馆

建设、专家来綦考察点位选择以及氛围营造等重点工作，确保创建

任务圆满完成；要正确处理好“创”与“培”、“创”与“促”、“创”与“提”

之间的关系，着力培育一批高新技术骨干企业，大力促进部门服务

能力、创新意识提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扎实的工作成效为全区

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益文一同调研。

王前元在调研高新区创建工作时指出

凝心聚力卯足干劲
确保高新区创建成功

甘做扶贫路上的铺路石
——记中坝村第一书记龙俊才

本报记者 赵竹萱

龙俊才帮助村民抢收水稻 记者 赵竹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