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9 日，区城管
局组织人员清扫凤嘴江
滨江步道上的淤泥。目
前，我区正加紧开展清
淤、消杀工作。

记者 任前蔚 摄

快速清淤
保障通行

区城管局

◀6月24日，南城街道应急办根据村组反映，实地走访了
解各地滑坡情况，因地制宜制定修复措施。

记者 聂灵灵 摄

全面排查滑坡路段
并制定整治方案

南城街道

1926年 3月，中共南川支部

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南川建

立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南川支
部是在时任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

闇公的亲自推动下建立的。南川
党组织的诞生、发展和壮大，离不

开杨闇公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关怀呵护。
杨闇公（1898 年 ~1927 年）

又名杨尚述，字闇公，重庆潼南

人，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
者、四川党团组织主要创建人和

大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重庆
革命领袖。青年杨闇公于 1917
年东渡日本，回国后与吴玉章等

在四川从事建党工作。1924年
秋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

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1925
年 3月任重庆团地委书记，1925
年 10月，任中共四川地方委员

会书记，1926年 2月任中共重庆
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

庆地委”）首任书记。1927年“三

三一惨案”后不幸被捕牺牲。在

杨闇公的领导下，中共重庆地委

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

设三个方面开展了创造性的工
作，四川地区一跃而成全国革命

形势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南
川党组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建立的。

1923年3月，南川青年、川东
师范学校学生张嘉铭在重庆加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受吴玉章、

杨闇公等直接领导。杨闇公不仅
关心张嘉铭的个人成长，还时刻

关注着“南川旅渝同乡会”刊物
《南川魂》的日常事务。经过长期

的考察、教育，杨闇公于 1925年
初把张嘉铭转为中共党员。1925
年 2月，杨闇公派张嘉铭回南川

开展团务，介绍南川本地青年张

庚白、汪石冥、谈如渊等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命张庚白为
南川支部书记。共青团南川支部

是南川第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政
治组织，以“南川青年社”为主要

活动阵地，以《南川青年》为舆论

喉舌，把南川革命斗争推向了新

阶段。
1926年 2月，杨闇公担任中

共重庆地委书记。他高度关注南

川党组织的建立，于 1926年 3月
再次派遣张嘉铭回到南川。张嘉
铭把南川的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

员，将共青团南川支部转建为中

共南川支部，由张庚白任书记，同

时发展了韦奚成、汪兴武、谢德
璋、王懋迁、曾庆华、张琢莹等党

员31人。中共南川支部的建立，
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南川革命运
动的集中统一领导，也强化了重

庆主城区党组织对南川的直接领
导。

1926年 5月，杨闇公又一次

委派张嘉铭以特派员身份回到南
川，于 6月 3日指导成立国民党

（左派）县党部，开启了南川国共
合作的序幕。

在以杨闇公为首的中共重庆

地委精心组织下，南川支部联合
国民党（左派）广泛深入开展革命

活动，南川革命运动开始了一个

崭新的局面，农运、工运、妇运、学

运等工作有较大发展。南川于
1926年建立南川县农民协会，至

1926年 11月已有区农民协会 4
个、乡农民协会 14个，农民协会

会员达2100余人，农民运动迅猛

发展。大力发展联团武装，由共

产党员王懋迁、张庚白、汪石冥、
韦奚成等牵头组织“南川县东西

北民团联合会”（简称“东西北联

团”），成立“东西北联团干部学

校”，控制了全县 10余乡民团武
装3000余人。

1926年 11月 26日，杨闇公

安排南川籍共产党员张嘉铭、张

庚白、汪石冥、王懋迁以重庆地
区中共党员特别代表身份，出席

了民国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
会，并向大会提交《南川县党务
报告》。会后，杨闇公对张嘉铭

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张嘉铭等加
强綦江、南川、涪陵的武力联合，

把綦南涪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

潮。1926年 12 月，刘伯承等领
导的顺泸起义打响。为响应顺

泸起义，南川东西北联团发起
成立“綦南涪农民自卫军”，于

1927 年 1 月 5 日一举围攻南川

县城，被称为“川东春雷”。南
川成为川东地区革命活动的佼

佼者。

1927年 3月 31日，“三三一”

惨案发生，重庆地区党组织遭受
严重破坏。4月4日，杨闇公不幸

被捕，随后于 4月 6日壮烈牺牲。
杨闇公牺牲后，南川地区革命运

动一度进入低潮，张嘉铭、王懋

迁、张庚白也先后走上了与中共

分道扬镳之路。但不屈不挠的南
川共产党人迅速重振起来，在艰

苦卓绝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带领南川人民走上了光辉的革

命、解放和现代化建设之路。
（区史志研究室供稿）

杨闇公与南川党组织的建立

本报讯（记者 梁向红 通
讯员 田勇）6月28日，区水利局
水文与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值班室

里，工作人员正通过“南川区山洪

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对全区各监
测点的降雨量、河道水势（涨落）

进行监测，并及时对监测数据进

行统计，指导采取防御措施。

连日来，我区出现强降雨天

气，区水利局充分发挥中小河流、
山洪灾害监测平台和水文站监测

预警功能，结合区应急管理局、区

气象局信息通报，综合研判中小
河流、水库、山洪灾害隐患点等水

雨情动态，向乡镇街道、水库水电

站、在建水利工程等相关单位发

送雨情水情预警信息，对河道水

势涨幅较大的电话通知到属地乡
镇，要求做好防范和人员撤离准

备。水库管理单位提前腾出防洪

库容，将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
发挥水利工程调洪蓄洪功能。

“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通

过外围监测点，实时传输监测数

据、降雨量、河道水势（涨落）和视

频监控。当某一个地方达到暴
雨，平台将自动报警，发出预警信

息，提醒群众采取应对措施。我

们及时调运物资，做好技术和现
场指导，进行抢险救灾。”区水利

局水文与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

李兴文说。

强化监测预警预报
确保防汛安全

区水利局

■ 见习记者 李佳遥

第一次见到曾令贤，很难想
象她是贫困户——衣着得体大

方，化着淡妆，面积不大的廉租房
被她打理得干净又温馨，家具配
色淡雅，沙发上有布艺装饰品点

缀，整个房间散发着淡淡的香味。
6月 11日，记者来到金佛 B

区曾令贤的家，看到她生活中处
处难掩的精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曾令贤说，丈夫原本在贵州做烤
烟生意，收入尚可，日子过得比较

滋润。2012年一场车祸改变了
她的生活——丈夫在贵州遭遇车

祸，全责并受重伤，治疗费用 40
余万元，赔款18万元。两笔支出
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丈夫脑

部受伤，丧失了劳动能力，挣钱养
家的责任落到了曾令贤肩上。
2013年，曾令贤一家被识别为贫
困户。

在三泉镇半河社区开餐馆的

姐姐心疼她，让她到餐馆帮忙。
为了增加收入，曾令贤在当服务

员之余养鸡、种菜，每年养两批
鸡，每批各 50只，并把姐姐撂荒
的地开垦出来种蔬菜。即使这

样，也无法解决女儿上学以后的
开销，思来想去，曾令贤打算在半

河社区开一家家居店。
亲戚们帮她筹集了 10万元

的开店资金，曾令贤的店就开在
姐姐餐馆旁边。她每周进城一
次，又到成都去考察，去年上半

年，曾令贤的小店开了起来，主要
卖家具、窗帘、床上用品等。

曾令贤眼光好，待人热情，小
店生意还不错。由于曾令贤的

店和姐姐的餐馆只有一个门面
之隔，她一边在姐姐店里打工，

一边照看小店。今年，帮扶干部

还帮曾令贤申请了 15万元无息
创业贷款。

“日子再难也要认真过。”曾令
贤说，尽管生活遭遇了这么多困
难，但她从来不在孩子面前诉苦，
收入低的时候就精打细算，先保证
孩子的教育支出，有余钱再改善生

活。想方设法把穷日子过出花样
来，最低落的时候她也每天化妆，
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打起精神一

个困难一个困难地克服。
通过帮扶干部、亲戚的帮助，

加之自己的努力，生活慢慢有了
起色。曾令贤告诉记者，现在要
开始慢慢存钱为孩子上高中、大

学做准备，还要为自己再挣点养
老钱。

曾令贤：生活以痛吻我，我报之以歌

想方设法把穷日子过出花样来，
最低落的时候她也每天化妆，
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
打起精神一个困难一个困难地克服。

●灭失李佳壕摩托车，车牌号码：渝C655E7，特此声明。

便民服务台

本报讯（记者 袁治卫）6
月 29日，我区召开打击电信网

络新型违法犯罪通信金融协作
联席会议。

会上，区公安局汇报了打击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情
况，区委网信办、南川银保监组、
中国银行南川支行、电信公司南

川分公司等结合职能职责，围绕
如何“切实加强金融管理、协作

打击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
罪”进行发言。近年来，区公安
局积极发挥牵头作用，坚持打防

并举，严厉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行为，全力守护群众“钱
袋子”。2017年以来，共破获电
信诈骗案件300余起，为群众挽
回经济损失500余万元，打击处
理140余人。

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王立

要求，各相关部门要认真履职，

切实提升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的能力，不断加大打

击力度，不断完善监管治理措

施，不断推动重典治乱，坚决把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的势头
打下去。要加强协作，切实形成

齐抓共治联动局面，强化公安与
通信、金融行业协作配合，进一

步统一思想，形成工作合力。要
广泛宣传，整合社会资源，统筹
各方力量，担负起共同责任，积

极构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打击
和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工作格局，真正形成打击治理合
力，确保各项措施抓紧抓好、抓
出实效，密切防范和严厉打击电
信网络违法犯罪行为。

我区召开打击电信网络新型
违法犯罪通信金融协作联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 邓的）6月
29日，全区 2020年党外（年轻）

干部专题培训班、民主党派代表
人士专题培训班、新的社会阶层

（网络）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专

题培训班开班。
此次培训共三天，采取专题

授课、现场教学等方式，对统一

战线理论政策法规、统一战线史

以及参政议政、建言献策能力提

升等开展专题辅导。
开班仪式上，区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毛朝银指出，开展这次

培训，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

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南川统一
战线“争创一流、走在前列”的重

要举措；是全区统一战线深入开

展“不忘初心、与党同心”教育活

动的具体体现。各参训学员要

提高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

作的重要思想。要学用结合，努

力提升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能
力和本领，发挥资源富集优势，

努力在助推南川经济高质量发
展方面展现新作为；发挥人才智

库优势，努力在建言参政民主监

督方面展现新作为；发挥联系广
泛优势，努力在区域社会治理共

促和谐方面展现新作为。要珍
惜机会，带着问题学、结合实际

学、严肃纪律学，确保此次培训

取得成效。
区政协副主席、民盟南川总

支主委舒茂全主持开班仪式。

全区党外（年轻）干部
专题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佳
遥）上周，我区出现两次区域性

暴雨天气过程，城区部分地区出
现内涝，部分乡镇遭遇山体滑坡
等灾害。6月29日，记者从区气

象局获悉，本周降雨持续，周四
或有一次强降雨天气。

区气象局工作人员提醒，本

周四我区或将再迎一次强降雨
天气，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巡查，
及时排除风险点，提前做好防灾

措施，防范强降雨天气可能引发
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

洪及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农
民朋友需注意防范局地洪涝，加
强旱地作物水分管理，注意调节

稻田水位，预防田埂冲毁，及时抢
收成熟蔬菜和水果，做好雨后消
毒，适时追肥。强降雨天气下，市

民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尽量不
进入山区、河谷等高危险区域，注
意防范强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本周晴雨相间
周四或有强降雨天气

日 期

6月30日

7月1日

7月2日

7月3日

7月4日

7月5日

天 气

阵雨转多云

小雨转多云

中到大雨

阴天间多云

多云

多云转阵雨

温 度

23~30℃

22~28℃

22~26℃

22~30℃

24~32℃

23~27℃

本周城区具体天气情况为

（上接第一版）
丁中平充分肯定区人力社

保局上半年工作。她说，区人力

社保局一班人围绕大局有担当、
服务就业有作为、应对疫情有办

法，有力推动了复工复产、贫困
户稳岗就业，有力维护了劳动者

合法权益，各项指标均实现“双

过半”，成效显著。
丁中平要求，要准确把握

当前就业形势，深刻理解保就

业的重要性、挑战性和稳定
性。当前，全球疫情和经贸形
势不确定性很大，发展面临一

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就业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和

稳定器，只有保住了就业，才能

保住基本民生，稳住经济基本
盘。要深入研究，精准掌握我
区各行各业就业情况，加大和

企业对接沟通力度，研究出台

援企稳岗、贫困户务工就业、鼓

励创业创新等具体举措，制定

施工图，明确时间表，有序推进

全区就业工作。
丁中平强调，要千方百计做

好今年就业服务工作。要把稳
就业、保就业工作放在首位、落

到实处，制定预案，落实中央及
市级相关优惠政策；大力推进创

业带就业，把握疫情催生的新市

场、新机遇，搭建平台，鼓励创
业，吸引更多人才到乡村创业；

做好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培养更多职业操守高、职业技能
强的新型人才。要进一步强化
贫困户就业情况监测，加大公益

性岗位开发力度，大力扶持扶贫
车间发展，务必保障贫困户就业

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不

断优化就业服务，促进岗位需求
和就业意愿精准对接，准确搭建
平台、发布信息、有效对接，优化

社会保险转接服务，构建和谐的

劳动关系。

副区长李恩华参加调研。

积极应对挑战 精准制定举措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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