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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决策 关注民生

南川发布 今日南川今日4版

本报讯（记者 余凛凛 胡润雪）
9月30日，区委书记、区总河长丁中平

深入龙岩江东城街道北固段巡河。
她要求，要进一步落实河长制，加大
全区河流巡查力度，及时发现问题、
处理问题，确保流域水质稳步提升，

实现河畅水清坡绿岸美。
龙岩江全长 35.23 公里，发源

于三泉镇白庙村，流经三泉镇、东
城街道，在东城街道龙岩河社区汇
入大溪河，流域面积 214 平方公
里。沿线涉及金佛山北坡景区、商

贸物流园区、工业园区龙岩组团等
重点发展区域，以及部分人口聚居

点。丁中平沿着河岸步行巡河，详
细了解流域水质、主要污染物来
源、处置情况等。看到龙岩江北固
段河流清澈见底，沿线有市民悠闲

垂钓，呈现出一派生态和谐之美，
丁中平很高兴。她说，全面推行河

长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部署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是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近两年来，我区坚持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不断加大
河流治理、保护力度，成效明显。

丁中平指出，要不断增强落实

河长制工作的责任感，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烈
的责任担当，扎实做好河长制各项
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突出问
题整治，集中开展“清四乱”专项行
动，依法依规全面清理整治河流管

理范围内的乱占、乱采、乱堆、乱建

“四乱”突出问题。要加强党对河长
制工作的领导，各级各部门要切实
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进

一步加强领导，压实责任，履行好河
流第一责任人的职责。要分工协
作，密切配合，形成河流管理保护的

强大合力。要科学考核，严格督察，

逗硬动真，促进各相关部门和责任
人守河有责、守河有方、守河有效。
要加强宣传，在全区上下营造关爱

河流、珍惜河流、保护河流的浓厚氛
围。

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王立参
加巡河。

丁中平在龙岩江北固段巡河时指出

加大巡查力度 及时处理问题
确保全区流域河畅水清坡绿岸美

9 月 30 日，区委书记、区总河长丁中平深入龙岩江东城街道北固段巡河。这是丁中平在东胜水文站调研龙
岩江水质情况。 记者 汪新 摄

国庆期间，在我区城里城外、景区景点，处处红旗飘扬，洋溢着节日的喜庆。
图①：山王坪景区售票处每个窗口都插着一面小红旗。 记者 甘昊旻 摄
图②：山王坪景区一民宿酒店前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节日氛围浓厚。 记者 甘昊旻 摄
图③：同邦国际城小区，一群市民在挂好的国旗下练习歌曲。 记者 喻 梵 摄

处处中国红 节日氛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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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余凛凛 胡
润雪）10月8日，我区在市民广场

举行“退伍不褪色·扬帆再启航”

2019年退役士兵欢迎仪式暨退

役军人专场招聘会，热烈欢迎圆

满完成使命、光荣退役返乡的南
川子弟兵。

区委书记丁中平讲话；区委

副书记张孝卫主持欢迎仪式；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赖云，区委

常委、区人武部部长石勇，副区

长冉庆国，区人武部政委翁俊军

出席。

我区每年约有300名优秀青
年应征入伍，250人左右退役回

乡。本次招聘会，超群工业、康
世德源、万达广场等20多家用人
单位提供了近500个用工岗位供

退役军人选择。
丁中平说，军旅生涯是值得

一辈子珍惜的荣誉。当年，大家
胸怀从军报国理想，积极投身绿
色军营，勤学军事知识，苦练打
赢本领，肩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
使命，把青春激情和满腔热血奉

献给了国防和军队建设。退役军

人经过部队历练，具有过硬的政
治素质、坚强的意志品质和严格
的纪律观念，在推动地方改革发
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党
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丁中平说，家乡沃土是退役
军人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南川
是一座具有深厚国防情结的城
市，区委、区政府历来重视双拥工
作，积极为退役军人提供干事创

业平台。她要求，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区人力社保局等相关部门
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扎实做好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不折不

扣把相关优惠政策落到实处，千
方百计解决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用工单位
要自觉担当起稳定就业、促进就
业的责任，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

时，为退役军人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让退役军人有更多归宿感、获得感、幸
福感。

丁中平勉励退役军人要为家乡建设再立新功。当前，南川正处在转

型攻坚、动力重构、赶超升位、决胜小康的关键时期，全区上下正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总书记对重庆提出
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
态的重要指示要求，全面落实陈敏尔书记调研南川指示精神，全力打好

“三大攻坚战”、实施“八项行动计划”，聚焦工业提质、旅游升级、乡村振

兴、城市提升“四个重点”精准发力，努力把南川打造为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的样板区县、重庆主城的康养胜地、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渝南黔北
开放节点城市。广大退役军人要继续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

守纪律的优良作风，积极投入到家乡的建设发展中来，为南川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欢迎仪式结束后，丁中平还到现场各招聘企业咨询台详细了解招聘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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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我区干部群
众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始终保
持砥砺奋进的精神状态，以勤劳托
起中国梦，以奋斗建功新时代，努力
在本职岗位上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
代的新业绩。

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全

国农村科普带头人、白沙镇分水村
乡村振兴第一书记姜国强听了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激
动振奋，他表示：“昨天，我无悔于投

身农村的光荣选择；今天，我奋力在
田间地头创新创业、挥洒汗水，在科

技助农、科技兴农的实践中与村民

一道探索；明天，我将继续扎根农
村，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历练自己、提
升自己，团结和带领全村村民脱贫

致富，努力为分水村的美好明天作
出自己的贡献。”

区文化旅游委副主任喻显玉
说，作为文旅战线的一分子，我们将
让更多人看到南川的历史之美、文
化之美、生态之美、风光之美、人居

之美，让更多人看到魅力南川。
“我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感到无比

的骄傲和自豪。”区消防救援支队南
城中队消防员罗海峰说，历史的接力

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
作为一名消防员，将不辱使命，履职

尽责，用生命去保护人民财产安全。

区交通行政执法支队第三大队
勤务组长黄端曾在西藏服役，他表
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发扬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
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精神，以积
极向上、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以脚
踏实地、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秉公
执法，严厉打击非法经营者，为合法
经营者的权益保驾护航。

“听了习总书记的讲话，我心潮
澎湃，回顾七十年艰辛历程，中国这

艘巨轮在历史的狂风暴雨中，风雨
无阻、劈波斩浪、阔步向前。”区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卢爽
说，作为一名工作在基层的法院工

作人员，将锤炼干净为民的政治品

格，忠于法律、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认真做好执法办案、服务大局、自身
建设等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忠诚

践行人民法官的神圣职责！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我激
动于繁荣昌盛的祖国，所向披靡的
军队，幸福安康的人民；自豪于自己
是一名中国人，是一名中共党员，更

是一名投身发展改革的实践者、推
动者。”区发展改革委办公室主任唐

正说，作为一名平凡岗位上的工作
者，唯有更加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

个意识，把本职工作干好，把平凡的

事做好，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贡献力

量。 （下转第二版）

砥砺奋进新征程 建功立业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本报讯（记者 马君如）日前，第 87期“重庆好人”出炉，全市共

有 20人入选，我区林业科技推广中心主任、石墙镇楼岭村党总支第

一书记吴茂榜上有名，获评敬业奉献“重庆好人”。

作为楼岭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吴茂始终把为乡亲们谋划幸福生
活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担在肩上，放在心上！他探索出“合作

社+村集体组织+农户+基地”的发展模式，将农业与国家退耕还林和
扶贫政策有机结合，让农民变“股东”，每年可获得保底分红、务工收

入、退耕还林补贴和土地流转费等四份收入，村民生活渐渐摆脱了
困境。2017年，全村实现脱贫目标。4年来，吴茂带领楼岭村实现

85%以上辖区内通水泥硬化路，形成了10000头生猪、600亩晚熟李、
300亩刺黑竹的产业规模，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大幅改善。履职以来，

他用真情打动百姓，用行动赢得称赞，受到了群众的高度认可和上
级领导的好评。

吴茂获评“重庆好人”

本报讯（记者 梁向红）9月25日，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
委、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联合发布 2019年第二季度“新时代重

庆好少年”先进事迹，全市 30名学生被授予“新时代重庆好少年”荣

誉称号，我区少年张奥临榜上有名。
张奥临现就读于重庆八中初一年级，小学在我区福寿镇中心校

就读，曾多次荣获区级“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十佳阅读少年”

称号，还先后五次在全区中小学才艺大赛中荣获小学钢琴独奏一等
奖、二等奖，在全区演讲比赛中获一等奖。

据了解，获此殊荣的这些青少年典型是在全市各区县各中小学

校广泛开展“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中层层推荐产生的，他们
品学兼优、事迹突出，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爱党爱国、自

立自强、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张奥临获评“新时代重庆好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