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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向婧 通讯员
牟丹）“拥抱新时代，践行新思想，实现新
作为”——12月 3日，由重庆市委宣传
部、市文化委、市文联主办的重庆市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六进”文艺宣传活
动走进我市深度贫困乡镇云阳县泥溪
镇。来自市话剧院的文艺名家们通过歌
舞、二胡、诗朗诵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向群众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文艺演出在舞蹈《花开盛世》中拉
开帷幕，紧接着，一个个精彩的节目令
人目不暇接。二胡独奏《战马奔腾》以
磅礴的气势、奔放的旋律赢得观众阵
阵掌声；诗朗诵《祖国在我心中》深情
地唱出了感恩祖国、赞颂祖国的热情；
《欢乐的跳吧》《百花争妍》《凤舞吉祥》
则以喜庆、祥和、璀璨辉煌的舞台效
果，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传

统拉弦乐器二胡和打击乐乐器架子鼓
联合演绎的京剧《迎来春色换人间》更
是众口称绝。

“这种形式好！我们更加直观、深入
地了解十九大精神。”观看文艺演出后，
泥溪镇胜利村村民刘章成说，“文艺演出
结合十九大精神为我们描绘了美好的生
活前景，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争取脱贫致
富奔小康。”

市民政局驻泥溪社区“第一书记”
杨剑表示，看过演出深受鼓舞，接下来
将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通过各种方式宣
传十九大精神，帮助困难群众脱真贫、
真脱贫。

据悉，此次“六进”文艺宣传活动将
先后在云阳县月光草坪、盘龙镇等地开
展演出活动，让广大群众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感受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

“六进”文艺宣传队走进云阳县泥溪镇
文艺演出描绘美好生活景象，增强群众脱贫致富信心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通讯
员 赵武强）11月26日下午，铜梁区雪
庵公园广场，一场主题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 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十九大报
告诵读会吸引了当地1000余名市民的
目光。

该活动由铜梁区委宣传部主办，来
自当地教育、文化系统以及城区相关街
道的100多位工作人员以独诵、多人诵
读、配乐诵读、情景诵读等方式诵读党的
十九大报告原文节选。在朗诵过程中，

还穿插了红色歌曲演唱、情景剧等节目，
获得了现场群众阵阵掌声。“以诵读会的
形式，将党的十九大精神贯穿到了情景
剧中，加深了我们对十九大精神的理
解。”退休教师周良书表示。

铜梁区朗诵主持艺术学会负责人
介绍，该学会从机关、学校、街道等单位
中挑选出了一批诵读、舞蹈爱好者，以
文艺形式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引导广
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

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
九大精神上来，在各自岗位上砥砺前
行，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添砖
加瓦。

连日来，铜梁区还组织电台、电视台
主持人深入社区、农村、厂矿企业，以诵
读会的形式开展了多场宣讲党的十九大
精神活动，获得了良好效果。下一步，该
区将继续创新形式，开展更多接地气、有
内容的宣讲活动。

铜梁举办十九大报告诵读会
吸引上千市民观看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
“只有党才能教育培养出这样的
好党员，他交出的不仅是党费，更
是一颗滚烫炙热的心。”近日，在
渝北区2017年老干部座谈会上，
90岁老党员柴德礼把自己平时
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9000元作
为特殊党费交给党组织时，柴德
礼的一位老同事如是说。

1927年，柴德礼出生于山
东淄博的一个普通农家。后来，
他跟随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
路，和无数的共产党员一起从血
雨腥风中走来，从枪林弹雨中走
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共产党
员一心为民、艰苦奋斗、无私奉
献、勤俭朴素的优良作风早已深
入他的骨髓。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不仅
翻身得解放，国家越来越强大，
而且还要实现中国梦。没有党
就没有我的一切，也没有我们大
家今天的幸福生活。十九大胜
利召开后，我心里激动、高兴，于

是把省下来9000元钱作为党
费，表达我对党的感恩之心！”座
谈会上，柴德礼把党费装在一个
红色信封中，慢慢地离开座位，
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来到党旗
面前，深深地鞠躬三次，向党旗
致敬。随后，他将红色信封交到
工作人员手中，脸上露出由衷的
微笑，台下掌声经久不息。

“2015年8月，为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柴
老就向党缴纳了7000元特殊党
费。此次，他再次向党组织缴纳
9000元特殊党费，其背后蕴藏
着一位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的
无比忠诚和挚爱，给全区广大党
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渝北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小
渝说，希望全区广大党员干部以
柴德礼同志为榜样，继续保持和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始终
怀着对党的绝对忠诚和对渝北这
片土地的挚爱，为加快渝北建设
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奉献力量。

九十高龄老党员柴德礼两次上缴特殊党费

“他给广大党员上了一堂生动党课”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通讯员 霍吕 实习生 张潇
予）12月3日下午，北碚区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六进”
文艺宣传活动走进武警重庆总队
第八支队，文艺工作者将党的十
九大精神融入文艺节目中，向广
大武警战士宣讲十九大精神。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当天的活动以气势磅礴的歌舞
《不忘初心》开场，紧接着，三句
半《新时代的路上奔小康》、歌曲
《美丽中国》等精彩纷呈的文艺
节目一一呈现，赢得了台下广大
武警官兵们的热烈掌声。

“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主
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作
为文艺工作者，我们要加强现实

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
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
精品力作。”文艺工作者刘晓山
说。

“将十九大精神融入文艺节
目，这样的宣讲很接地气。”武警
重庆总队第八支队一大队二中
队战士娄作涛表示。

据悉，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北碚区按照市
委宣传部统一部署，抽调区内各
艺术家协会、两江艺术团等艺术
团体组建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六
进”文艺宣传队，围绕十九大精
神，策划了十大主题文艺创作，
陆续将开展百场文艺展演，实施
千名文艺工作者下基层，以文艺
为载体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家
喻户晓、落地生根。

北碚区文艺宣传队走进军营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探索
‘三治同步’社区治理新模式，提升社区
治理水平，改善居民人居环境。”这是大
渡口区建胜镇党委书记刘理国在当地媒
体上做出的承诺。近日，大渡口区委宣
传部推出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面对面系
列访谈节目，该区19名“一把手”都将陆
续“晒承诺”。

如何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
神？怎样将学习成果贯彻落实到推动工
作、促进发展中？有没有新思路、新举
措、新进展？大渡口区委宣传部负责人

介绍，为弄清楚这几个问题，从本月中旬
起，该区陆续邀请8个镇街的党（工）委
书记、11个重点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走进
演播室，谈深刻认识、说具体做法，大渡
口全媒体平台同步刊播这些公开承诺。

据了解，访谈前，大渡口区委宣传部
还深入到各镇街、部门，挑选居民问题最
集中的领域设置问题。

近年来，建胜镇逐步实现全域城市
化，今年新增社区居民3000多户。许多

居民向刘理国提问：“社区居民越来越
多，怎么让社区服务做得更好？”

刘理国表示，将充分发挥社区党支
部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借助物管、辖
区单位等力量，探索德治、法治、自治同
步实施的社区治理，以“德治”引领群众，
以“法治”规范群众，以“自治”服务群众，
逐步建立社区治理长效机制，提高大家
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刘理国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这是自
己第一次在媒体上做出公开承诺，“居民
的监督能‘倒逼’我们提供更好服务。”

大渡口推出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面对面系列访谈节目

“一把手”公开晒承诺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12 月 1
日，“榜样面对面”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
渝北分团分别走进长江航道一线班组、西
南政法大学开展宣讲。宣讲中，成员们通
过讲述自己的故事，与大家分享了他们对
十九大精神的理解，基层榜样的故事感动
全场。

“不以善小而不为，只要我们每个人
都献出自己的爱心，这个世界就会充满
爱。”在长江航道一线班组，长江重庆航道
局望龙门班组船长葛列军从业27年成功
救起溺水者上百个的故事，引来全场阵阵
掌声。

在西南政法大学，全国公安百佳刑
警、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分局刑侦支队支队
长冉义智则从自己的成长经历、职业选
择、从业生涯中侦破的要案入手，告诉刑

侦学院的同学们要不忘初心，放飞青春梦
想。他说：“当前刑事犯罪呈现出许多新
变化，只有不断加强学习、增强本领，我们
才能游刃有余。”

听了宣讲后，长江重庆航道局的杜镝
说，葛列军的事迹让她深受感动，“在今后
的工作中，我要以葛列军为榜样，努力向
他学习。”

西南政法大学职务犯罪侦查专业大
三学生贺泰淇说，冉义智的事迹他早有了
解。他表示，作为刑侦专业的学生一定要
认真学习专业课程，练就好本领，今后才
能将更多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渝北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榜样面对面”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渝
北分团共有14名成员，近期他们还将继
续深入基层完成120余场宣讲。

“榜样面对面”十九大精神宣讲
团渝北分团进企业进学校

基层模范事迹感动全场

“我们村里产的土鸡蛋现在
有了一点名气，但市场上有人冒
充我们村的土鸡蛋，久而久之就
会砸了我们的牌子，局里能不能
帮我们注册一个统一的商标。”

……
近日，江津区嘉平镇天水村

村委会会议室人声鼎沸，江津区
畜牧兽医局干部与该村20多名
土鸡养殖户围坐在一起，进行着
热烈的讨论。这是该局“移动党
课”进村社的一幕。

党的十九大以来，该局针
对基层站所党员干部和党员养
殖户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党务
知识不足等问题，按照“党员在
哪里，党课就讲到哪里”的原
则，将“移动课堂”开到基层，送
到院坝，确保党员不漏学、不掉
队、不缺课。

在宣讲十九大精神同时，宣
讲者还着力为养殖户办实事、办
好事。如在天水村开展的这次

“移动党课”，就围绕“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产品
质量安全”主题进行了讨论，这
既是十九大精神的内容，又事关
天水村土鸡蛋产业的发展壮大。

“讲课的内容太符合我们实
际了！”天水村党员养殖户杨林
说，一个多小时的“移动课堂”，
让他了解了十九大报告的主要
精神，其中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内容尤其让人振奋。通过
主题讨论，大家就土鸡蛋商标注
册、品牌营销、质量控制、规模生
产达成了共识，明确了产业发展
方向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进一
步坚定了他们发展土鸡蛋产业
的信心和决心。

党员在哪里，党课就讲到哪里
江津区畜牧兽医局“移动党课”进基层

本报记者 周雨 通讯员 程雅琦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
记者11月28日从我市公安交管
部门与民企代表开展的联动座谈
会上获悉，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积极推进市公安局
《服务民营经济发展30条》，近段
时间，市公安交管部门根据我市
民营企业实际需求，主动积极上
门“面对面”为我市民企及员工提
供驾照补证、换证、驾驶员体检等
车驾服务5800余笔，开展交通安
全教育和业务咨询2000余人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
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
场主体活力。公安交管部门在
调研我市民企的发展需求时发
现，许多民营企业及员工在机动
车和驾驶服务方面有很大需求，
但工作日忙于上班，无暇到车管
所进行办理。为了满足他们的
需求，把十九大精神落到实处，
近期市交巡警总队开通24小时

服务热线，扩宽问需渠道，策动
9个车管分所主动对接机动车
销售企业、驾驶员体检机构等
120余家民企，精准掌握企业需
求。利用“流动车管所”等服务
设施，主动开进力帆集团、宗申
集团等80余家民营企业，为企
业员工提供上门服务，同步开展
交通安全教育。另外，还加快推
进建设各区县机动车服务点，启
动长寿、万州、永川等区县机动
车服务点，派驻民警全面办理车
驾业务。另外还为主城37家民
企办理主城区货车通行证，为21
家企业免费换发重点车辆号牌。

市公安交管局还积极梳理
涵盖行政许可、备案审批、监督
管理等4个方面63项简政放权
权力清单，分级分类分步骤制定
放权“路线图”，首批下放驾校备
案、进口机动车登记、考试计划
调整审核等47项业务权限，以
进一步提升服务管理水平。

公安交管部门
为民企提供面对面服务
开展车驾服务5800余笔、交通安全

教育和业务咨询2000余人次

本报讯 （记者 吴刚）近日，渝中
区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实施“渝中英才
计划”，从辖区内的各类人才中选出20
名优秀人才，给予多项优惠待遇，以此来
发挥延揽人才的示范效应。

据介绍，本次遴选的对象，是在渝中
区科研、经营管理、城建、教育、医疗、文
艺等领域，业绩突出、行业认可度高的优
秀人士。遴选没有户籍、学历或职称等
门槛，机关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事业单位人员，不参加遴选。

你可以自荐或者通过所在单位或行
业推荐，在12月30日之前向渝中区委人

才办或相关区级行业主管部门申报。经
过初审、复审、审定、公示等程序，最终确
定“渝中英才”。

“渝中英才”除了获得荣誉称号，还
将被优先推荐为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

协委员人选、优先推荐参加国家级和市
级专家人才评选、获得2万元一次性事业
发展资助、在指定医疗保健机构就诊可享
受贵宾服务、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可统筹
安排到区内优质公办学校入学等。

渝中区委人才办负责人表示，未来，
他们将每两年遴选一次“渝中英才”，以
这种树立榜样的方式，来吸引优秀人才
来渝中工作，并激发本区人才的创新积
极性。

快去申报“渝中英才”
获选后可享受医疗和子女入学等多项优惠待遇

11 月 30 日，北碚区嘉陵江蔡家大
桥建设工地，蔡家岗街道宣讲员熊巧利
用工休时间为工人师傅们宣讲十九大
精神。蔡家岗街道正处于开发建设提
速升级阶段，目前区域内有道路、桥梁、
广场、住宅等共计32个在建工地，施工
人员约 2400 余人。该街道特意组建了
3 支宣讲小分队，深入工地宣讲十九大
精神。

记者 万难 摄

十九大精神宣讲
进工地

葛列军在长江航道一线班组宣讲。
记者 栗园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