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位于工业园区的

重庆市百科鼎昱科技有限公司

厂房内，工人正在对吹塑油箱

进行清边工作。据悉，该公司

为周边居民提供就业岗位，目

前已吸纳90余名工人就业，人

均工资3000元以上。

记者 杨子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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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讲得透 群众心头热
綦江“南州百姓名嘴”进院坝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重庆日报讯（记者 颜安 通讯

员 吴长飞）11 月 28 日一早，綦江区

文龙街道玉龙村一组的一个院坝里，

村民们结伴而来，薄雾笼罩的院坝逐

渐热闹起来。9 点 30 分，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活动正式开始。

“南州百姓名嘴”宣讲团成员、驻

村第一书记朱松拍了拍手，敞开嗓门

率先登场。“以前谈到我们村，大家的

印象都是‘横’‘凶’‘歪’‘恶’，现在不

管是外人评价还是自己感受，都说咱

村变得和谐稳定了，大家知道这是为

啥吗？”

“村干部变得能办事，肯办事了”

“党的政策好，社会治理有成效”……

朱松抛出的一个简单开场白，瞬间打

开了大家的话匣子。

“大家说得没错！咱们村从一个

软弱涣散和后进村党组织，成为社会

治理示范村，这是坚持共建共治共享

的成功。”朱松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提出了新要求，村里更应认真贯

彻落实。

朱松富有引导的讲述，引来了听

众们的会心认同和拍手叫好，不少路

过的村民也围拢过来。朱松站了起

来：“就在前不久，区里打造的‘分钟融

联’社会治理智能化指挥平台落户我

们村，主要交通路口和群众聚集地正

安装调试监控设备，往后发生矛盾纠

纷，综治专干就能第一时间发现，并联

系和议员就近前去调解取证。这是我

们村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的体现，通过科技化手段完善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

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加强治理能力建设，最终要落到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上。接下来登场宣讲的文龙街道

工作人员曾碎秀与群众聊起了民生政

策话题。

“玉龙村属于东部新城规划区，大

家了解农转城贫困户申请城镇廉租房

补贴政策不？”曾碎秀告诉大家，玉龙

村位于城乡接合部，随着新城的建设

发展，村民很可能要变成城市居民，因

此许多政策要讲全讲透。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

领导一切的。”最后登场的宣讲员、綦

江区委党校高级讲师陈兴国从群众生

活面貌改善讲起，理论联系实际为大

家宣讲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推

进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的丰富内涵和总

体要求，谈了对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

责、人人享有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认识，

获得了在场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掌声。

宣讲活动结束后，意犹未尽的村

民们不愿散去，三三两两回忆起玉龙

村“由乱到治”的发展变化。82岁的老

党员舒达云走到朱松面前，向他竖起

了大拇指：“政策讲得透，我听得心头

暖和。村‘两委’班子重组后，村干部

干了不少实事好事，安了太阳能路灯，

装了体育健身器材，发了分类垃圾桶，

我要继续发挥好党员带头作用。”

“村民平时就爱聚在这个院坝摆

龙门阵，今天在这里宣讲全会精神，更

是让我们如沐春风。”玉龙村一组组长

罗德凤说，去年7月以来，玉龙村以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契机，在全区

率先建立“1+5+N”社会治理现代化队

伍，20名和议员在身边化解矛盾纠纷，

形成了百姓和顺、村庄和美、社会和谐

的基层新气象。

据11月29日《重庆日报》

重庆日报讯（记者 颜安 通讯

员 吴长飞）“拿到房产证，心里总算

踏实了。”11月26日，綦江区横山镇天

山明珠小区居民王锦云告诉记者，镇

里党代表、人大代表进小区收集意见

并多次协调解决，她奔波多年未果的

“拿证”之旅，终于结束了。

“人住房子里，心悬半空中”，曾是

天山明珠小区 152 户居民的口头禅。

2009年，居民入住该小区后，一直处于

“有房无证”的状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横山镇积极

开展党代表、人大代表进小区活动收

集群众意见，其中反映最迫切最突出

的便是这一问题。

早在2006 年，天山明珠小区修建

了152套小产权房并进行销售。2010

年，当地政府为规范旅游地产的开发

建设，要求此前购房的业主需按 426

元/平方米补缴费用，用于房产证办理

等。由于开发商尹某资金链断裂，造

成208万元费用尚待缴纳，导致小区业

主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获得房产证。

横山镇将这件事列入重点问题清

单，多次召开镇党委会专题研究。

“我们的解决方案广泛征求业主

意见，反复修改了不下5次。”副镇长潘

克荣坦言，政府找到尹某后，发现他已

无缴纳费用的经济能力。镇上转换思

路，采取业主缴纳购房尾款、契税和大

修基金的方式，共筹得100余万元，但

仍有近110万元的缺口。

在镇政府的协调下，按照“整合资

源，依法筹资”原则，通过尹某转让1.2

亩土地开发权、小区业主自筹等方式

共筹资 110 万元，最终完成了费用补

缴，152户业主全部拿到了房产证。

记者了解到，这只是横山镇为民

服务解难题的一个缩影。

横山镇辖 6 村 1 居，户籍人口 1.5

万人，在家人口仅6000余人。但该镇

每年有5万多名游客前来避暑，镇内先

后形成了32个度假小区。

“为了更好服务外地游客，我们探

索开展了‘两代表’进小区工作机制。”

镇长代鸿才介绍，具体做法是：

一是代表进小区，即包括镇领导

班子全体成员、区镇两级党代表、

人大代表、部分党员在内的近50

名人员和32个小区逐一结对，采

用入户走访、开座谈会、填调查问

卷等方式，广泛收集居民意见。

二是部门改问题，即镇党委认真

梳理收集到的问题，分成立行立改、限

期整改、列入规划整改等类型，明确任

务、打表落实整改。

三是居民审效果，即由包点代表

回小区，对问题整改情况向居民汇报，

听取居民意见。

截至目前，横山镇共收集群众反

映突出问题 96 件，已落实整改 69 件，

正在跟进解决27件。

据11月27日《重庆日报》

綦江区横山镇党代表、人大代表进小区为民服务解难题

152户业主拿到房产证心里踏实了

“名嘴”正在为村民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记者 覃宁波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斌 王京华）根据

区委统一安排，12 月2 日，区委副书记、

区长姜天波到东部新城（食品园区）参加

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

题民主生活会，进一步加强督促指导、传

导责任压力，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

效。

会议通报了2018年度民主生活会、

区委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和脱贫攻

坚专项巡视整改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

实情况。东部新城（食品园区）党工委副

书记、城投公司董事长石秀章代表班子

作对照检查，并带头作个人对照检查，主

动接受批评。随后，班子成员逐一进行

个人对照检查，相互开展严肃的批评与

自我批评。大家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

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既讲了短板、弱

项，也剖析问题根源，做到见人见事见思

想。

姜天波认真听取每一位同志发言，

并详细记录。他在讲话中说，开好专题

民主生活会，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领导班子和

党员领导干部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的一次政治体检，也是对主题教

育成效的一次直接检验。东部新城（食

品园区）党工委领导班子对开好专题民

主生活会高度重视，会前准备很充分，自

我批评不遮掩，相互批评“有辣味”，整改

措施具体实在，起到了红脸出汗、鼓劲加

油，相互教育、共同提高的效果，开出了

高质量、新气象。

姜天波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长期

任务、持续深化。努力做到常学常新、融

会贯通，在对表对标中加强党性锤炼、提

升政治觉悟，不断强化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找方位找定

位、找思路找方法的政治自觉和行为习惯，进一步提高运用党的创

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

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在战略

部署上“扣扣子”，在干事创业上“担担子”，在工作落实上“钉钉

子”。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好，结合学习贯彻市委五届七次全会

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部署、市委

要求和区委安排上来，抓好全面贯彻落实，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要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不断提高

领导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要把抓好整改特别是专项整治作为巩

固成效的重要措施，进一步完善整改举措，明确整改时限，落实整改

责任，坚决整改到底。

姜天波指出，今年的工作接近收官，要对照年初目标认真梳理

总结，积极查漏补缺，确保全年目标顺利完成。在此基础上，要紧紧

围绕市委书记陈敏尔此次调研綦江的重要指示要求，更加注重产城

景互动，协调推进产业发展、基础建设和景观布局，精心谋划好明年

的城市提升工作，努力在打造主城区都市圈重要支点中实现新作

为、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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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斌 王京华）12月2日，首部全程在我区实景

拍摄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东溪突击》在綦首映。姜天波、王前元、

赵如均等全体在家区级领导以及有关部门、各街镇相关负责人，部

分先进典型代表、企业家代表等到场观看影片。

姜天波在致辞中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全市如火如荼地开展“讲红色故

事、讲革命精神”系列活动。《东溪突击》是我区挖掘、保护红色文化

取得的重要成果，其上映有利于进一步丰富主题教育的形式，增强

主题教育的效果。接下来，要做好影片的发行工作，全区各部门、街

镇、园城、国有企业要积极组织干部职工观看，并在本地、本系统、本

行业进行广泛宣传，让更多干部群众走进电影院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

姜天波指出，綦江红色资源丰富，要总结拍摄《东溪突击》的成

功经验，继续做好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加强史实研究、遗迹保护

和文物征集，精心打造红色旅游线路，积极创作革命题材文艺作品，

让红色资源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据了解，电影《东溪突击》以1935年中央红军在綦江境内的活动

为背景，重点讲述了红一军团一师二团进驻綦江羊角，保卫遵义会

议胜利召开，以及红一军团直属队和第一、第二师进驻綦江石壕，为

四渡赤水创造宝贵战机等重大历史事件，用艺术的手法刻画了红军

将士在綦江浴血奋战的感人事迹，展示了党领导下的中央红军大智

大勇的英雄形象。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
《东溪突击》昨日首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