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古思杨）近日，

重庆巴洲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组织 20 余名党员干部来綦开展

“长征路上学党史 红色基因永传

承”党史学习教育。

当天上午，党员干部们走进安稳

镇羊角村，身穿红军服，在枫香树红

一军团二团指挥部旧址聆听当地老

党员陈光和讲述邓华将军在羊角的

故事。随后，大家沿着当年红军走过

的长征路前行，一路上聆听《苗家娘

子智救红军》《草鞋反穿》等红色故

事，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唱支山歌给党听》等革命歌曲，追寻

红军当年是足迹，体验“红军不怕远

征难”的艰辛，感悟崇高的革命精神。

下午，全体党员干部走进王良

同志纪念馆和王良故居。在王良军

长雕塑下重温入党誓词，让思想得

到洗礼。随后，在讲解员的带领下，

大家参观了解了馆内丰富的图文史

料，认真聆听解说员讲述那段艰苦

卓绝的岁月，深切感受以王良同志

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们为中国革命呕

心沥血，为人民翻身解放流尽最后

一滴血的悲壮事迹，进一步坚定爱

党、信党、跟党走的理想信念。

参观完王良故居后，大家还到

中华村，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巨大

变化。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实地参观

学习，体验重走长征路，对党的光辉

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今后将一

如既往继承和发扬好党的优良传

统，继续前进，在岗位上贡献自己的

力量，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学习革命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重庆巴洲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来綦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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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吴明鸽 通讯

员 周倩 实习生 刘振宇）“上午

八点，村干部和本土人才在村办公

室集合，要去接水管，请大家做好准

备……”

“收到。”“好的！”

近日一大早，石角镇新农村村

干部工作群中又发出了这条工作通

知，这是近段时间群里出现得最多

的一条消息，因为近期该村正在组

织工作队伍检修全村水管，总长度

超14000米。

夏季天气炎热，村民用水需求

量日渐增大，同时也为应对旱情做

好准备，新农村村支两委商议后，决

定全面检修辖区水管，让村民夏季

用水有保障。连日来，除了有紧急

任务外，新农村党总支书记刘伟都

会一早在工作群里发通知，叫上工

作队一起检修水管。

三辆摩托、六个人、一台发电

机、一包大大小小的水管和各类水

管接头，“装备”清点完毕后，“水管

工”们出门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来

到 5 组谭家沟处，大家小心清理着

水管周边杂草、查看水管表面有无

破损，然后紧贴水管听流水声是否

通畅，并打开闸阀闻水有无异味

……经过详细检查，发现一处水管

有漏水情况，于是大伙儿取出接头

熟练地换起来，半小时后，该处水管

检修完毕。

今年以来，石角镇新农村把党

史学习教育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结合起来，大力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仅像谭家湾一样

的水管破损点，村干部们便已检修

出30余处。“有的水管在沟里，野草

很长，不好找，但是大家都不怕困难

坚持检修到位，因为这就是我们近

期最大的一桩‘实事’，办不好就影

响大家喝水……”刘伟一边擦汗一

边说。

据了解，除了新农村，上半年，

石角镇各村（社区）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项

目 20 余项，集中解决群众饮水、道

路、环境卫生等各类麻烦事糟心事

近50件，惠及群众近6000人次。

石角镇新农村

修好水管让群众用水有保障

新农村组队检修水管。记者 吴明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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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黄玉文 李

萍萍）“蛆柑，是柑橘大实蝇的俗称，

也称柑蛆、蛆果，以柑橘果实内大实

蝇幼虫取食果肉为特征，它将直接

影响柑橘果品价值。当前正是柑橘

大实蝇成虫羽化高峰期和防治关键

期，搞好防控至关重要。”日前，区农

业技术服务中心农艺师余化斌等在

永城镇复兴村，通过院坝会、深入田

间地头等方式，指导果农开展科学

绿色防控。

据了解，柑橘大实蝇是一种国

际国内植物检疫性生物病害，若防

治不到位，将直接导致柑橘严重受

损，它已成为柑橘生产第一大虫

害。目前，大量试验及防治实践已

证明，只要防治措施得当、防控时间

节点及时、严格防治流程，蛆柑完全

能预防和根除。

近年来，永城镇大力发展柑橘产

业，全镇种植柑橘1万余亩，柑橘已

成为该镇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当

天，该镇柑橘种植大户、复兴村柑橘

业主及村民代表20余人与专家交流

了柑橘大实蝇防控和果树管护知识。

“大家积极行动起来，按照统一

要求做好绿色防控关键措施，就能

有效遏制大实蝇传播和对柑橘的危

害。”现场，区农业农村委技术专家

王忠跃告诉大家，蛆柑防控应采取

分区治理、分类防治、联防联控相结

合，通过虫情预警监测、成虫诱杀、

摘除清理蛆果无害处理等措施，逐

年降低虫源基数。诱杀集成技术杀

灭柑橘大实蝇成虫，能有效降低当

年“蛆柑”比例，是无毒无害的绿色

防控措施。

“如何辨识柑橘大实蝇果树病

害？”“如果病虫害出现得多该怎么办？”

“一般来说，产卵后7—10天，果

实表面会出现黄色胶状伤愈液，脱

落后呈现稍微凸起的点状黄色木质

化疤痕，刀片横切能看到黄绿色水

晶状斑块，纵切呈黄绿色条状产卵

道斑痕。”农技专家提醒果农，每年7

月中旬到8月中旬对青果期的着卵

率进行选点、摘果、检验调查，要采

用喷药、诱捕器、摘除蛆果和处理落

地果等措施相结合，对于大面积出

现蛆果的果园，一定要报告农业技

术部门采取除果断代综合措施。

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业主和农户遇到农业技术难题，

可拨打全国“三农”服务热线 12316

向专家咨询，也可以向街镇农业服

务中心报告，获取解决方案。

田间课堂送技术 院坝会里话发展
我区农技专家进橘园指导村民防控病虫害

近日，由区融媒体中心和隆盛镇联

合主办的“萤火虫直播工程第 94 站·我

为群众办实事——无西瓜不夏天”直播

活动，走进隆盛镇十隆村，帮助瓜农陈林

网上销售西瓜。“特别脆，特别甜，特别特

别好吃…… ”直播现场，主播切开一个

西瓜，当场开启了吃播模式。据统计，当

天 40 分钟的直播，销售了近千斤西瓜，

助农增收近3000元。

记者 廖静 实习生 杨念慈 摄

直播带货
助农增收

本报讯（记者 廖静 尹向

宁 实习生 杨念慈）7月21日，区

纪委监委召开以“清风护商 助推优

化营商环境”为主题的联系走访服

务重点企业见面会。区委常委、区

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唐鹏程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上，区纪委监委、区发展改革

委、区政务服务办相关负责人分别

介绍了《关于发挥纪检监察机关职

能作用服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的十

条措施》、我区营商环境相关情况、

优化行政服务审批以及模拟审批情

况，区纪委监委班子成员与联系企

业负责人互换联系方式。会上还征

求了参会企业关于《綦江区政商环

境正负面清单》的意见，听取了企业

家们对我区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意

见建议。

会议指出，近年来，区委区政府

一直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坚持

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全方

位优化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提供

机会和舞台。区纪委监委始终坚持

把服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作为

政治监督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监

督检查，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监

督工作常态化。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深刻认识转变工作作风、改善

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

性，切实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把力量凝聚到

推动各项惠企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上

来，大力营造服务和支持企业健康

发展的良好环境，主动作为、强化服

务，真正当好企业发展的坚强后

盾。要争做服务标兵、争当服务模

范，切实把联系服务工作做真做实，

以有力监督举措持续推动营商环境

优化提升，全力推动綦江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区纪委监委

“清风护商”助推营商环境优化

本报讯（记者 廖静）7 月 9 日

至18日，区教师进修学校组织我区

50余名中小学思想政治骨干教师前

往重庆师范大学进行了为期十天的

培训。

培训期间，邀请重庆教科院、重

庆市教师教育学会、西南大学等相

关专家分别作了题为《初中道德与

法治学科教学评价》《请党放心，强

师有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

课的融合创新》的专题讲座。大家

纷纷表示，收获满满，感触良多。

“本次培训根据我们思政教师

的实际需求，既有国家方针政策解

读，又有教学设计、命题等实践内

容，还有传统文化、品德熏陶等课

程，对我们的思想引领、文化熏陶、

技能提升、情感联络等方面都起到

了非常大的作用。”南州中学教师肖

琴说。

区教师进修学校相关负责人表

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

思想政治课关键在教师，该校将助

力每一位思想政治教师成长，努力

建设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

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思政课教师

队伍，为綦江思政教育发展添砖加

瓦。

立德树人培根基 思政培训练本领

◀农技专家在果园指导果农防控柑橘病虫害。

本组图/通讯员 黄玉文 摄

▲农技专家进院坝讲授柑橘病虫害防控措施。

区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
二届五十四次主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 廖静 石汉谋）

7 月 21 日，区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

二届五十四次主席会议。区政协党

组副书记、副主席褚洪春主持会议，

区政协副主席牟伟、刘林、李北川、

周宗容、詹旭东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

记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听取了区水利局相关负

责人关于河长制工作开展情况的通

报。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区政协二

届二十五次常委会议方案》《区政协

常委会会议专题协商完善重大疫情

防控体制机制，逐步健全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工作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