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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南川

伟

市领导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研讨读书班开班并举行专题讲座

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重庆日报讯（记者 杨帆 张珺）6 月 10 日，市领导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研讨读书班开班并举行
专题讲座。市委书记、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敏
尔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大
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
动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谢春涛作“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专题报告。市委副书记、市长
唐良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市政协主席王炯，全国
政协社法委副主任徐敬业，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市委常
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重庆大学主
要负责同志参加。
根据主题教育工作安排，市委决定集中一周时间，举

谢春涛作专题报告

办市领导研讨读书班，
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同步开展为期
一周的学习研讨，
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专题讲座以
重温党的历史，牢记党的宗旨，高标准高质量开展主题教
育，
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主题。
专题报告中，谢春涛从四个方面，深情回顾中国共产
党人近百年来守初心、担使命的光辉历程，深刻总结党团
结带领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而奋斗积累的经验启示，深
入阐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
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取得的成
就和经验。报告思路开阔、分析精辟、逻辑严密，讲出了
历史纵深感、理论厚重感、当代现实感，让与会同志进一
步加深了对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认识理解。
陈敏尔指出，近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要求各

唐良智张轩王炯参加

级党委（党组）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使命。举办研讨读书班，是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是
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全市各级党委
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再充电”、精神“再补钙”、工作
（党组）要认真贯彻中央通知精神，组织全体党员认真读 “再加油”
。要集中精力学习，端正学习态度、排除学习干
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纲要》纳入主题教育学习计划，
扰、严守各项纪律，做到全身心投入。要沉心静气研读，
作出周密安排，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的学习培
认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拿出
“学到底”
的精气神，下
训。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多思多想、
得了苦功实功，确保学习取得新成效。要积极主动交流，
学深悟透上下功夫，在系统全面、融会贯通上下功夫，在
以学带讲、以讲促学，相互交流、相互提高。要注重学习
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上下功夫，更加自觉用这一思想指导
效果，坚持学在深处、谋在新处、干在实处，用马克思主义
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推
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真正学出高质
动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量、学出好效果。
陈敏尔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
专题讲座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进行。市委各部委、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市级各部门负责同志，市级各人民团体、企业、高校负责
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党永远年
同志；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各巡回指导组组长、
轻。我们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精神状态，高标准高质
副组长等共 640 余人在主会场参会。各区县和万盛经开
量开展好主题教育，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区设分会场。
（原载《重庆日报》6 月 11 日 1 版）

丁中平主持召开脱贫攻坚工作周调度会

聚焦重点 细化举措
扎实有效推动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本报讯（记者 余凛凛）6月11日，
区委书记丁中平
主持召开脱贫攻坚工作周调度会。听取上次调度会
安排事项进展情况汇报，解决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中
的问题，
部署相关工作。
会上，区扶贫办、区住建委等单位汇报了近两周
全区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和脱贫攻
坚各项工作推进情况、建卡贫困户住房安全保障工
作推进等情况。
丁中平指出，上次调度会以来，区扶贫办加大统
筹力度，相关部门、各乡镇（街道）扎实推进各项工
作，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
“ 两不愁
三保障”及饮水安全、产业发展等工作有序推进、成
效明显，但依然需要提高精准度、增添措施、加快进
度，进一步扎实有效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丁中平要求，要在“精准”上再下功夫，务必做到
对象精准、
项目安排精准、
资金使用精准、
措施到位精
准、
因村派人精准、
脱贫成效精准。特别是各项数据，
相关部门要准确掌握、精准提供第一手情况，区扶贫
办要发挥好指导作用，
加强研判指导。要扎实开展书
记遍访、
干部走访、
教师家访、
医生巡访、
农技随访
“五
访”
行动，
把脱贫攻坚各项政策精准宣传到位，
提高贫
困户政策知晓率、
工作满意度。要发挥好考核指挥棒
作用，对标市级各项考核，细化制定各乡镇脱贫攻坚
工作考核实施方案，用考核倒逼工作推进，用排名推
动工作作风转变、
工作效率提高、
工作成效显现。
丁中平强调，要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加大工作力度，落实帮扶举措，推动建卡贫困户中的
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吃穿不愁、按时脱贫。义务教

投诉出来的水果园
■

育、基本医疗保障等工作我区起步早、措施实、效果
明显，要进一步研究总结。住房安全保障方面要按
照既定目标，加快工作进度，按期完成 C、D 级危房改
造。要科学规划建设人饮工程，为贫困户提供饮水
安全保障。
丁中平强调，要加快推进脱贫攻坚项目，统筹安
排帮扶资金，精准分解工作任务，以项目建设为抓手
扎实推动脱贫攻坚各项工作。要抓紧建立完善全区
落实脱贫攻坚工作责任体系，落实好“六个责任”，确
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要尽快出台完善产业发
展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增强贫困户造血功能，帮
助贫困户稳定脱贫。要及时准确完成上级安排的各
项工作，
随时了解动态，及时沟通反馈。
区领导张孝卫、
罗弟杰、
郑远学、
冉庆国参加会议。

超群工业解决就业 300 余人
预计今年产值达 1.5 亿元

记者

盛余多

山峦起伏的黎香湖镇北湖村，有一个名叫抱房的小地方，
其间坐落着一座占地约 200 亩的水果园。如今水果成熟时节，
每当微风吹过，
就能闻到空气中淡淡的水果香味。
“除了葡萄，这里还有蜂糖李、软籽石榴、脆甜柿，都会在今
明两年陆续成熟挂果。”水果园的主人周建伟说，他计划到时候
举办一系列采摘活动，打响水果园的名号。
然而没有人会想到，
这样一个满眼葱绿、
果味飘香的地方，
以
前却是不受村民待见的
“臭猪场”
。改变，
还得从三年前说起。

频受投诉

打造水果园之前，周建伟搞了十几年养殖业，养过猪，也养
过牛。由于肯吃苦、爱钻研，他的养殖道路颇为顺利，养殖规模
越来越大，他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2016 年，他的养猪场年出
栏量达到了 3000 头，迎来了事业的高峰。
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以前环保意识普遍不高，加
上经济条件有限，他的养猪场并没有建立完善的污水处理系
统，部分猪粪也是直接向外排放。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问题
不仅困扰着他，也频频遭到村民的投诉，部分村民隔三差五就
来找他赔偿。
“这让我很受打击，
因为我的初衷是要带领乡亲们一起致富，
没想到最后却招来大家的反对。”
于是，
周建伟想到了转型发展：
一边加大环保投入，
一边探索
“养猪—沼液还田—果蔬种植”
的生
态循环农业模式。从 2016 年开始，
他将一座人见人厌的养猪场，
逐渐转变成了集生猪养殖、果蔬种植、观光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
农业生态园，
不仅解决了污染问题，
还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环保当先

本报讯（记者 袁治卫）近日，在工业园区龙岩
组团重庆市超群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 号厂房内，韦清
贤正在机加车间忙碌着。
韦清贤将轮毂放到铣床，用压片锁紧轮边并确
认型号与程序对应，关好防护门，确定程序正确，按
下启动键，机器便自动工作，在加工完成后按图纸检
查每个部位是否对应。这就是他每天的工作，虽然
重复，
每个细节却不能马虎。
“我们车间的轮毂产品主要供应全球改装汽车
高端市场，生产设备高度智能化，一个人可以控制 6
台设备。”
韦清贤说。
现在，他在机加车间已经干得风生水起，成为

猪场村民双双受益

要搞生态循环农业，首先要做好猪粪的环保处理工作。为
此，周建伟听从区内农业和环保部门建议，投资 200 万元进行环
保设施添置和改造，包括 900 立方米的厌氧发酵罐、沼液处理、
废水回收等设施。
猪场产生的污水经处理后排入沼气池制造沼气，
可以解决猪
舍保温照明、
厨房燃料等能源供应，
沼液、
沼渣则经灌溉系统还田
肥土。猪粪实行干湿分离，
厌氧发酵加工成有机肥料，
既减少了
养殖业的污染，又给自家的水果园和就近的农田增添了有机肥
料，
改良土壤。
“虽然投资和成本增加了不少，不过着实发挥了效果。”周
建伟笑着说，这两三年里，养猪场基本实现了“零污染”，没有了
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场景，不仅避免了村民的投诉，沼液、沼
渣提供给周边村民使用之后，还得到不少村民的感激。
“沼液是一种有机肥料，
既可以减少村民购置化学肥料、
人工
施肥等费用，
大大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还能省下人工施肥的时间，
为村民就近打工增加一份收入。
”
周建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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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大王立志转型

图①：
一名工人在加工轮毂。
图②：
库管员在清点原料库存。
图③：
一名质检员在视验轮毂外观有无明显瑕疵。
了车间的班长，而每个月 5000 多元的稳定工资收
入，也让他坚定了当初从广东回到南川的选择是正
确的。
韦清贤介绍，以前在广东做小生意，收入不稳
定，2017 年为了回家照顾老人和小孩，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到超群工业求职，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让他
很满足。
“比外出闯荡好了很多。”
他说。
该公司行政主管江红介绍，目前公司吸纳本地
员工达 300 余人，随着生产线的逐渐增加，将进一步
增加就业岗位。
今年，超群工业 1 号厂房和 3 号厂房皆投入生
产，1 号厂房轮毂主要供应改装汽车高端市场，3 号厂

③
记者

汪新

摄

房供应国内外汽车 OEM 市场。
“目前，我们年产 250 万~300 万只轮毂，与东风
小康、广汽、北汽都建立了合作关系，今年预计年产
值可达 1.5 亿元。”
公司副总经理杜士良说。
超群工业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超
轻量化汽车轮毂全球个性化定制、整车厂 OEM”的
现代化制造企业，是全球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拥
有发明专利并转化为可大规模量产轻量化轮毂的
企业，产品与同行业比较已实现了目前全球铝轮
毂最轻的目标，随着产能逐渐增大，有望带动金属
材料、辅料、机械加工、运输包装等相关行业的发
展。

生态果园

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修整成梯田状的山坡，一串串成熟的葡萄挂在架子上……
经过三年时间的辛苦劳作和精心呵护，如今，周建伟的水果园
迎来首批挂果的葡萄，他的脸上也挂满了笑容。
“环保要求越来越高，生猪市场也常常波动，所以单独搞养
殖，还不如走多元发展道路！”回忆起水果园的发展历程，周建
伟说，新修建的环保设施为多元发展守住了环保关，而养猪场
则为发展种植业提供了大量有机肥，为此他决定发展循环生态
农业和观光农业。
可是，种植什么能够使土地产出效益高，又能实现农旅融
合发展呢？在政府带领下，周建伟多次外出考察，了解到种植
水果效益不错，于是他便流转了猪场周边的 200 多亩土地开始
种植水果。
周建伟精心挑选的水果品种，不仅适合当地生长环境，采
摘期也从 6 月持续到年末，为发展观光旅游奠定了基础。同时，
水果园里套种的洋芋、红苕则供应给养猪场，不仅生态环保，还
减少了饲料成本，
算下来每年能增收 20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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