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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多国反对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
外交部发言人14日说，截至目前，90多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7届会议发出正义声音，强调香港、新疆、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反对

出于政治动机、基于虚假信息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

提高饮酒关联癌症的认识
近日，英国杂志《柳叶刀·肿瘤学》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

球2020年新增约74.1万例与饮酒相关的癌症病例。研究人员呼吁决

策者和公众提高饮酒关联癌症的认识，减少饮酒。

据新华社

辛丑年六月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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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天波在永新镇调研时强调

扎实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新画卷

让长征精神绽放时代光芒
本报记者 张静

本报讯（记者 陈正策 刘彤）

7 月 16 日，区委书记姜天波前往永

新镇，宣讲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调研乡村振兴等工

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

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做好乡

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努力绘就生态

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新画卷。

区领导雷德环、蒲德洪参加。

走进三溪村文家坝，只见院落

整洁、溪水潺潺，村民们在百年黄葛

树下休闲、娱乐，好不惬意。姜天波

沿着河边步道边走边看，与附近村

民唠家常，听取村民的意见建议。

近年来，三溪村通过打扫一条路、清

理一条河、疏通一条沟、整治一个院

等“十个一”举措，大力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推动村容村貌实现了大变

样。姜天波指出，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

要任务，要做美做靓乡村环境，建设

美丽宜居乡村。

位于三溪村的沐澜溪谷项目，

以“武侠”为核心IP符号，旨在打造

“农、林、文、旅”跨界产业融合与创

新的产业园。姜天波与业主深入交

流，听取项目建设理念、产业发展等

情况介绍，鼓励业主扎根乡村、建设

乡村，在乡村这个大舞台干就一番

事业。姜天波指出，乡村就要有乡

村的样子，乡村建设不能搞大拆大

建，要因地制宜、依托现有资源精心

打造，保留乡村田园风光的自然风

貌。

在云品村，姜天波随机走访了

脱贫户张仁科和一般户阮前梅，实

地了解“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

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四个不

摘”要求，持续做好脱贫户、边缘户、

监测户的动态帮扶，把脱贫攻坚成

果巩固好，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姜天波在调研中对永新镇近年

来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

历史性转移。乡村振兴涉及方方面

面，其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

贫攻坚，是一篇大文章。我们要再

接再厉、接续奋斗，做好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确保乡村振

兴有力有效推进。永新镇离綦江城

区近，区位优势明显，自然条件优

越，乡村振兴大有可为。要继续深

入推进特色产业发展，深化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

设，努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

程上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永新镇、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

前不久，我区在永城镇举行王

良同志纪念展开展暨市级乡村振兴

示范村（中华村）开园仪式。至此，

我区又多了处红色文化思政教育基

地。

长征永远在路上。近年来，我

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加

大工作力度，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

好、管理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

神，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

机，进一步加大革命文物保护力度，

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和红色旅

游，全面助力乡村振兴，让长征精神

绽放时代光芒。

高质量建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于綦

江而言，既是重大的政治工程，也是

重要的文化工程和民生工程。

近日，石壕红军征烈士墓完成

改造修缮，正式对外开放。不少市

民专程来此祭奠革命先烈，寻访红

色印记，聆听革命历史，感悟长征精

神。中央主力红军长征过境綦江，

其中五位红军战士牺牲在这里，为

纪念牺牲的革命先烈，修建了石壕

红军烈士墓。

“烈士墓是我们珍贵的红色记

忆，修缮红军烈士墓对我们当地人

来说十分有意义。”石壕镇居民龚贵

清说，“在这里我们可以接受长征精

神的洗礼，瞻仰我们的革命先烈，把

我们的红色文化传承下去。作为石

壕人，我们也将保护好这个红色景

点，让红色故事在这里传承下去。”

据介绍，红军烈士墓是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

的重要红色文物之一，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以

“保卫遵义会议，长征转战綦江”为

主题，突出綦江作为中央主力红军

长征在重庆的唯一过境地的地位，

建设“保卫遵义会议”和“转战綦江”

两个核心展示园和王良故居1个特

色展示点，反映中央主力红军赴綦

江佯攻重庆，从而保卫遵义会议顺

利召开，为四渡赤水创造战机，实现

红军战略转移的重要意义。

我区整合3.95亿元投入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目前红军烈士墓及

纪念碑改造工程、王良同志纪念馆、

红军桥修缮、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恢

复等项目已完成施工，王良故居、中

共綦江支部旧址、南华宫、万天宫等4

处革命文物也完成修缮及布展。

“我们要把中央主力红军长征

过綦江的遗址遗迹和纪念设施保护

起来，进行修缮，深度挖掘红色资

源，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区烈士

纪念设施保护中心主任但俊春说。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陈正策 刘彤）近日，区委书记姜

天波分别会见一批来綦考察客商和相关高校、科研机

构专家学者，双方就加强合作进行了友好交流。

7月7日，姜天波分别会见河北金谷新能源公司总

经理赵汇行、中国电子系统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晓亮、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王陈等一行，并同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首席科学家韩金林进行视频连

线交流，分别就生物油脂资源再生、数字城市建设、120

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选址等进行了沟通洽谈。7月8日，

姜天波相继会见北京上唐集团董事长张家华、乐禾食

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总监温亮一行，就产业

园区、文化旅游、环保、农产品配送等领域投资规划建

设事宜进行了对接交流。7月14日，姜天波会见电子

科技大学周涛教授、传綦大数据研究院总经理曹一方

一行，就加强校地合作共建、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建

设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姜天波在会见中对企业客商、相关高校及科研机

构专家学者来綦表示欢迎，感谢他们对綦江经济社会

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当前，市委、市政府赋予綦

江主城都市区重要战略支点、主城都市区人口和产业

发展重要承载地、重庆“南大门”、西部陆海新通道“重

庆门户”等重要战略定位，给綦江带来千载难逢的发

展机遇。结合实际，綦江正以创建国家高新区和全国

文明城区为抓手，全力推动綦万创新经济走廊、智慧

新城、西部信息安全谷和重庆红色文化高地、知名康

养休闲目的地建设，助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真诚希望和各位客商、相关高校及科研机构加强

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綦江将全力践

行“事情不过夜、三天有着落”的服务宗旨，努力营造

一流营商环境、发展环境，为双方合作结出丰硕成果

提供坚强保障。

企业客商、相关高校及科研机构专家学者表示，綦江区位优势明显、产

业基础扎实、发展前景广阔，非常愿意与綦江加强合作，务实推动相关项目

建设，实现双方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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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廖静 实习生 杨念慈）日前，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前

元率队前往文龙街道天桥社区调研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

当天，王前元一行先后来到世纪花城、书香明都、红星小区等地，现场

看、认真听、仔细问，详细了解社区在交通秩序管理、农贸市场管理、物业管

理等文明创建工作具体内容。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天桥社区主要负责

人介绍了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的基本情况，与会人员围绕创建中的重

点、难点问题，剖析原因，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

王前元指出，社区是最基层的社会单位，社区职能的有效发挥在文明

城市创建中至关重要。要聚焦短板弱项，抓牢抓实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各项

工作，形成全面发动、全民参与、全力争创的浓厚氛围，提升綦江城市形象。

王前元要求，街道和社区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充分发挥主体责任，

以更强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各项工作，做到热

情不减一分、责任不卸一点、干劲不松一毫。共建单位要按照有钱出钱、有

力出力、有人出人的原则，与共建社区一起做到齐抓共管，形成工作合力，

为创建工作提供人力、物力、智力支持。要广泛宣传动员，深入发动群众，

积极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参与到文明创建中来，人人争做文明创建的谋划

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我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汇聚强大力量。

王前元在天桥社区调研时指出

抓牢抓实全国文明城区
创建各项工作

新建成的王良同志纪念馆散发着革命荣光。记者 陈星宇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原野 马卓）

7月16日，区委副书记、区长罗成率

区住房城乡建委、区经济信息委、区

规划自然资源局、工业园区管委会

等部门、单位前往重庆建工集团对

接工作，双方就进一步拓展合作空

间、创新合作模式洽谈协商，增进共

识。重庆建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魏福生会见罗成一行。区领导刘

扬参加。

座谈会上，双方就重庆建工集

团在綦投资企业生产扩能、持续发

展相关事宜进行协商，就下一步在

水利设施建设、智慧城市建设、老旧

小区改造、绿色建筑产业打造等方

面开展广泛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罗成对建工集团一直以来对綦

江的关注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

绍了綦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项目

合作意向。他说，在全市“一区两

群”协调发展战略中，綦江被赋予主

城都市区重要战略支点定位，迎来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当前，我

们正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加

快綦万一体化同城化融合化发展步

伐，高标准规划建设永桐新城。建

工集团作为全市最大的建筑企业集

团，实力雄厚、技术领先、产业涵盖

面广。希望双方携手共进，务实推

动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

把优质项目落实下去，把各自优势

发挥出来，在新的赶考路上展现新

气象、实现新作为。綦江也将全力

为企业在綦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

造良好环境。

魏福生对罗成一行表示热烈欢

迎，感谢綦江给予企业发展的大力

支持。他说，建工集团高度重视与

綦江的合作关系，对未来在綦发展

充满信心，愿积极对接推进与綦江

的战略合作，深度参与綦江产业转

型升级、城市开发建设，持续完善产

业链条，不断优化投资布局，共同实

现高质量发展。

罗成率队赴重庆建工集团对接洽谈

推动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