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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中船重工（重庆）海装风电设备有限公
司线装车间，行车伫立，机器静默，几张桌椅摆成简
易会场。

数十名工友围坐一起，听十九大代表、重庆四
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联光电”）监事
会监事、应用分公司总工程师，团市委副书记（挂
职）胡栋宣讲十九大精神。

“十九大报告提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
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
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胡栋三言两语就调动起了
大家的情绪，“青年的未来有广阔舞台，我们振奋之
余反躬自问，如何才能拥抱新时代？如何担当起新
使命？”

胡栋说，每次宣讲，对他自己也是一次精神洗
礼，他感到肩上有重任。

新时代呼唤“青年的色彩”

到北京参加党的十九大，让胡栋感到特别振奋
和自豪。连日来，他以饱满的热情，以平均每天一场
的频率投入到十九大精神的宣讲中。在市公安局、
青年企业家群体、创业青年群体、企事业单位和学
校，他豪情满怀的话语，让宣讲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十九大报告字字珠玑、直抵人心，报告中对青
年的寄语，尤其让我内心激动，不仅充分肯定了青
年的价值，更为广大青年指明了发展方向。”他说。

十九大报告提出，全党要关心和爱护青年，为
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胡栋对此有最深切
的感悟。

他出生于四川一个贫困农村家庭，“读大学前
连县城都没有去过”“进大学后才第一次看到电
脑”。大学毕业后，他揣着梦想和800元钱只身来
到重庆，从一名勤杂工做起，最终在四联光电崭露
头角。

2006年，身为技术员的胡栋接触到LED行业，对
此产生浓厚兴趣。LED行业对他是一个全新领域，大
学所学专业与此不搭边，此前也无相关工作经验。
但他坚信，只要肯学习、勤专研，付出总会有回报。

他就从LED散热技术、光学技术、驱动技术开
始研究，有时为了一个实验数据，忘记了下班、忘记
了吃饭，实验室成了他的家。

在无数次失败后，他与同事开发出多个LED产
品，广泛应用于道路照明、隧道照明、轨道交通等，
获国家授权专利100余件（发明专利15件）。他先
后获得重庆市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重庆市第三批青
年拔尖人才及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33岁就被评为
正高级工程师。

“没有组织的关心和爱护，我肯定不会有今天
的成绩。”胡栋说，现在很多人“沉”不下来，或者浅
尝辄止，不仅仅是因为怕吃苦，更是内心缺乏坚定
理想信念。

一个人能走多远，不要问他的双脚，而要问他
的志向。十九大报告提出，“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
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
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
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胡栋说，他眼下
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把十九大精神最大程度地传
达、分享出去。

担当新使命，要有世界眼光

当前，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气
象、新作为，青年如何才能不负这伟大的时代？

在胡栋看来，新时代需要青年树立崇高的理想
信念，要有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努力学习科学知
识、全身心投入本职工作、面对困难勇往直前，在激
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

他结合自身经历说，法国巴黎被誉为“光明之
城”，近两年去过的游客或许注意到，巴黎地铁站更
加明亮了。这里面就有四联光电的一份功劳。

2012年底，巴黎公共交通部门决定对300个地
铁和66个火车站的照明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全球
有超过50家企业前去投标，四联光电最终成为赢
家，与一家法国公司合作，共同为巴黎安装50000
盏LED灯具。该项目每年为巴黎节电约960万千
瓦小时，减少约8400吨的碳排放量。

“最初，听说这一项目时，我心里也没底，不过
市场靠产品说话，我们把自己的产品拿去一比，我
们的大尺寸蓝宝石衬底技术完全满足国际半导体
行业协会标准，产品节能、寿命等指标比国外企业
还更胜一筹。”胡栋说，此外，四联光电还拿到了西
班牙马德里地铁车厢照明项目、南非港口照明改造
项目等，不断迈出海外拓展的步伐。

胡栋称，当今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
力已大不同，未来中国的事情不仅仅是自己的事
情，也是关系全球的事情。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青年应有责
任、有能力、有信心成为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强
大力量。

不忘初心，做好桥梁纽带

两个小时的宣讲，让中船重工（重庆）海装风电
设备有限公司的职工如沐春风，激情满怀。

“胡代表的话让我感到很提劲，对于以后的工
作，我有了更清晰的奋斗目标，我将努力钻研技术，
争取在新能源方面作出更多贡献。”工段长金树元
说。

工程师龚波涛称，听了胡代表的宣讲，他觉得
这个时代给青年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青年的未来
有着广阔舞台。

“作为青年党代表，我会以身作则，当好示范，
引导广大青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问计于青
年、问需于青年，更好地为青年服务。”胡栋表示，接
下来，他将到更多青年团体中宣讲十九大精神，把
十九大精神落到实处。

作为一名团干部，他将积极为青年搭建舞台，
认真做好“桥梁纽带”，助青年放飞青春梦想，书写
人生华章。具体包括：创建重庆青年创新创业学
院、“青创空间”等，壮大青年创新创业阵地；开展青
年创新创业嘉年华、“青创茶馆”等活动，为青年相
互学习提供平台；积极建设“中国青年创新创业
板”、常态化开展各类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构建“全
球专业赛事+全国综合赛事+全市分项赛事”的体
系，为创业青年搭建展示平台等。

党代表胡栋向青年宣讲十九大精神

“青年的未来有广阔舞台”
本报记者 韩毅

在昨日举行的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中央宣讲团报告会上，中央宣讲
团成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
记陈敏尔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丰富内
涵、实质进行了全面阐述和系统讲解，
引起了我市基层干部群众广泛关注。

北碚区蔡家岗街道党工委书记刘
明刚表示，陈敏尔书记的报告不仅帮助
大家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党的十九
大精神，还紧密结合重庆实际，就如何
抓好贯彻落实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我们将按照报告会的要求，在确保学
习宣讲全覆盖、认真学原文悟原理的基
础上，主动对标对表抓好贯彻落实。”下
一步，蔡家岗街道将以提升组织力和突
出政治功能为重点，不断加强基层组织
建设和基层队伍建设，尤其在抢抓两江
新区开发和自贸区建设的发展机遇中，
着力抓好服务民营经济、优化城市管
理、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点工作，扎扎
实实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到每
项工作中和具体行动上。

“宣讲报告既高屋建瓴，又深入浅
出。”南岸区迎龙镇党委书记谭昊告诉
重庆日报记者，迎龙镇将结合十九大精
神，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处
理好“留住乡愁”生态宜居与“振兴乡
村”富裕农民的辩证关系。积极推进商
旅文体农联动，探索农村宅基地置换、
农村土地集中流转，发展都市农业、打
造特色农庄，把迎龙建设成主城近郊的
特色小镇、美丽田园，扎扎实实把党的
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在农村基层。

位于北碚区的重庆超硅半导体有
限公司总裁陈猛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说要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昨
日报告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讲解，更对实体经济企业
如何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
一步指明了方向、增添了动力。重庆超
硅作为一家扎根重庆、走向世界的半导
体和LED材料研究、开发、制造的高新
技术企业，将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产品核心竞争力，加快把企业建设成为
全球领军企业，为重庆发展添砖加瓦，
为“中国智造”增光添彩。

“报告会让我们基层群众对新目标
和新生活更加充满了向往。”北碚区三
溪口社区工作人员刘禹富说，作为一名
社区工作者，他将在加强自身学习的同
时，积极向辖区群众宣讲十九大精神，
引导、激励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建设。三
溪口社区所辖多为征地开发的安置小
区，如何让居民尽快适应和过好新的
城市生活是该社区近年来主要任务之
一，“我们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引，在社区服务和社会治理方面多下
功夫，不断为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服
务‘产品’。”

十九大期间，28岁的南岸区迎龙镇
北斗村村民何燕翔天天守在电视前收
看十九大的新闻。昨天上午，他又盯着

手机，在网上看宣讲团报告会直播。何燕翔说，作为一名基层普通党员，自己
对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印象深刻，从中他深深体会到了党
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深切关怀，也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
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家园的美好理想将一步步实现，“我现在流
转了几十亩地种植蔬菜，效益还不错，下一步我准备改种特色经济作物，并筹
备酿造白酒，扎根农村，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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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为全面准确
深入系统理解党的十九大精神，把党的
十九大精神真正讲清楚、讲明白，11月7
日，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理论宣讲骨干培训班开班。

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认真
学习宣传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作为宣讲人首先自己要充分领会党
的十九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
意义，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
夫。集中宣讲时要全面、准确、突出重
点，防止片面性、简单化，确保宣讲的基
本内容、基本观点与党的十九大精神一
致。要统分结合，分层推进，增强宣讲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所在区县与市级部门，

要主动与市委宣讲团成员联系对接，做
好市委宣讲团工作。既要组织开展好本
地“六进”宣讲工作，也要密切配合搞好
全市的“六进”宣讲工作。宣讲要由党政
主要领导牵头，由党校、社科理论专家参
与，组建高素质的理论宣讲团，做到宣讲
全覆盖，同时要抓好本地的面向基层的
微宣讲。

我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理论宣讲骨干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11月 7日，大
渡口区建胜镇新雨社区，工作人员将刚发行的
党的十九大精神相关资料装进一个个大信封
里，准备发往外地。据了解，为让流动党员学
习不掉队，全面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建
胜镇在近期陆续向244名流动党员快递“十九
大邮包”。

重庆日报记者见到，每一个“十九大邮包”都
鼓鼓的，里面装着十九大报告单行本、《中国共产
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
件汇编》《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等，内容十
分丰富。

建胜镇党委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镇有583名

党员，其中244名为流动党员。几天前，远在江
西南昌从事铝合金加工的流动党员黄思勇向四
民村党支部反映，因工作地点偏远，再加上业务
繁忙，想购入一些党的十九大资料自学，却苦于
没有时间。“像黄思勇这样要求进步、热爱学习的
流动党员不在少数。”该负责人表示，黄思勇反映
的问题引起镇党委重视，由此启动了“十九大邮
包”快递活动。

记者了解到，建胜镇这244名流动党员分布
甚广，除重庆市各区县（自治县）外，还包括四川、
贵州、江西、海南、广东等地。流动党员们与建胜
镇党委约定，收到“十九大邮包”后，将定期在各
村社的党建微信群上汇报学习心得。

大渡口建胜镇向244名流动党员
发放“十九大邮包”

11月7日，在渝中区南纪门劳务市场，南纪门街道十八
梯社区党员志愿者正在宣传十九大精神，并接受进城务工
人员咨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连
日来，南纪门街道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进城务工人员聚
集的南纪门劳务市场，耐心地为大家提供就业政策解释、

就业技能培训、法律维权咨询等方面的服务。今年，为了
更好地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问题，南纪门劳务市场通
过引来企业招聘与送民工应聘两种方式，已成功为3371人
解决就业。

记者 张锦辉 汤艳娟 摄

劳务市场里的宣讲

近日，在中国海装重庆总装车间，胡栋正在向党员代表传达党的十九大精神。
记者 张锦辉 摄

11月7日，大渡口区建胜镇新雨社区工作人员填写信封，向在外地打工的流动党员快递“十九大邮包”。
通讯员 冯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