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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报刊

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统一部署，于2018年9月9日—15
日，对重庆市脱贫攻坚工作开展督查。督查期间受理电话举报，023—
12317。受理时间：上午9点到12点，下午3点到6点。特此公告。

公告

一个迈向现代化强国的民族，需要
什么样的教育来振兴？

一项开辟新时代篇章的事业，召唤
什么样的人才来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
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深
刻思考，走访学校、深入校园，细致聆听
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期盼，深刻阐释对教
育改革发展的见解。

一次次寄语激扬青春梦想，一声声
问候温暖教育希望。从贫困地区的山
乡学校到书声琅琅的青青校园，从苦练
本领的职教学子到扎根西部的支教教
师，教育的灵魂因爱的传递愈发闪耀，
青春的光彩在与中国梦的同频共振中
竞相绽放。

新时代新期待，祖国需
要什么样的栋梁之材？

碧叶成金黄，今又挂新绿。北京大
学校园内处处可见的银杏树，见证着莘
莘学子的成长。

告别美丽的燕园，硕士毕业生刘家
玮郑重作出选择——成为一名高校专
职辅导员。

2014年5月4日，为了纪念五四运
动95周年，刘家玮和同学们在静园草
坪举行了一场“青春诗会”。

“当时，我正站在台上朗诵自己
创作的诗歌《聆听青年》，突然看到习
总书记向我们走来，挥手致意。”回想
起 4 年前的那一刻，刘家玮记忆犹
新。

在这次高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
向青年人阐述了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
要性：“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
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
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
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
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
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
一开始就要扣好。”

“当代中国应该坚守什么样的价
值观？青年学子为什么要自觉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总书记‘扣
扣子’的比喻，让我思考了很久。”刘
家玮说。

总书记形象而生动的“扣子论”，
不仅提出了每个青年学子必须思考的
成长课题，也明确了教育事业必须回
答的重大命题——国无德不兴，人无
德不立。

当我们身处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程，该如何引导年轻一
代设定自己之于国家、之于民族的价值坐标，走好新一代人的长征路？

继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立德树人”确立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党的十九
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让广大青少年学生既有真才实学，又不断增进个人道德修养、社会担当、
家国情怀，这样才能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个人，才能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走进大中小学，24次给学校和师生
们致信，勉励大家发奋图强、不负韶光——

在给身患白血病仍坚守岗位的女大学生村官张广秀的信中，他希望所有
大学生村官热爱基层、扎根基层，增长见识、增长才干，促农村发展，让农民受
益，让青春无悔。

在给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信中，他希望同学们珍惜美好时光，
砥砺品德，陶冶情操，刻苦学习，全面发展，掌握真才实学，努力成为建设伟大
祖国、建设美丽家乡的有用之才、栋梁之材，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实现共同
繁荣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在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的信中，他希望青年一代弘扬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坚持与祖国同行、为人民奉献，以青春梦想、
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给全体在德留学人员的信中，他希望广大海外学子秉持崇高理想，在
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奋斗中实现自身价值，努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华
彩篇章……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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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0周年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
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值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并以我个
人的名义，向委员长同志并通过你，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朝
鲜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祝愿。

习近平表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朝鲜
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取得了显著成就。近年来，
委员长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采取一
系列积极举措并取得重要成果，朝鲜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入新

的历史时期。我对此感到由衷高兴。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朝传统

友谊是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和精心培育的，是双方共同
的宝贵财富。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友好合作关系，维护
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今年我同委员长同志三次会晤，进一步明确了两国关系发展的
方向。我愿同委员长同志携手推动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
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衷心祝愿朝
鲜人民在以委员长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在国家发展
建设事业中取得更大成就。衷心祝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 70 周年
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本轮巡视共发现党的领导弱化、党
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问题722
个、违反‘六项纪律’问题1266个、涉及
1190人的问题线索。”

日前，备受关注的五届市委第二轮巡
视反馈落下帷幕，被巡视单位党组织收到
问题清单后随即着手整改。

作为党的十九大后首次“亮剑”，市委
派出巡视组突出政治巡视，以“四个意识”
为标杆，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政治任
务，围绕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开
展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巡视利
剑再展锋芒。

“四届市委22轮巡视269个单位发现
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
治党不力等方面的突出问题2419个，而
本轮巡视23个单位发现‘三大问题’数量
已超出四届市委22轮发现总量的四分之
一。”市委巡视办负责人表示，这充分印证
了党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形势的判断完

全正确，再次彰显了市委坚定不移全面从
严治党的决心信心。

市委扛起主责
巡视利剑擦得更亮

“巡视组来了!”
3月13日，正值全国两会时间。
市委10个巡视组完成进驻，采取“一

托二”方式，对10个区、6个市级部门、4个
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党组织开展为期3个
月的常规巡视。

“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
年利剑出鞘，特别是有之前形成强大震慑
的首轮专项脱贫攻坚巡视‘打底’，人民群
众寄予更高期待。”参加本轮巡视的干部
这样说。

党的十九大对深化政治巡视作出重
大决策部署。怎样把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成为市委重点思考的问题。

市委书记陈敏尔高度重视，多次就巡

视工作发表讲话、作出批示，从落实中央
部署、深化政治巡视、提升巡视质量、强化
成果运用、加强机构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
明确要求和具体措施，强调只要与巡视有
关的问题，随时提出、随时上会、随时研究
解决。

市委紧扣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主线，把巡视作为党内监督战略性制
度安排，先后通过《中共重庆市委把党的
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的决
定》、五届市纪委二次全会工作报告等文
件对五届市委巡视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同
时对照《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18—2022
年）》确定五届市委巡视“路线图”“任务
书”。

一张蓝图干到底。市委巡视办负责
人表示，五届市委第二轮巡视是十九大后
的巡视首战，市委抱着“首战必胜”信念，
紧抓不放，持续发力。

——在锤炼巡视队伍上下功夫。中
央巡视工作规划印发后，市委坚持依事

择人，探索建立从市管优秀副职领导干
部中选拔巡视组组长机制，选拔7名发现
问题能力强、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担当负
责的同志担任组长，同时统筹巡视巡察
干部培训，出台制度加强巡视干部日常
监管。

——从严格对标对表中央要求上着
力。对标对表十九届中央首轮巡视，市委
将巡视时间延长至3个月，从区县、部门、
市属国有重点企业“三大板块”统筹确定
巡视对象，体现巡视全覆盖要求，让各个

“板块”在每轮巡视中都感受到压力。
——结合重庆政治生态被严重污染

的实际着手。薄熙来、孙政才两人是政治
生态的污染源，极大伤害了重庆广大干部
群众。对重庆来说，开创各项工作新局
面，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最要紧的任务是
全面彻底干净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
熙来、王立军流毒，肃清情况被纳入本轮
巡视监督的重点内容。

（下转3版）

五届市委第二轮巡视

深化政治巡视 再展利剑锋芒
本报记者 周尤 通讯员 乔子轩

今年1月10日，教育部公布首批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全国
200所高校的201个教师团队入选。

今天是我国第34个教师节。为
此，重庆日报记者走近我市首批5支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去感受
这些黄大年般的育人者，把爱国之情、
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
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
之中的感人故事。

花费30年培育优质
油菜新品种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习惯于食用
浓郁香味的菜籽油，并据此建立了以色
香味俱佳、名扬海内外的饮食文化。”9
月9日，在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

院实验室，该校“油菜教师团队”负责人
李加纳教授对重庆日报记者说，让油菜
多产油、产好油是当代科学家孜孜以求
的梦想。

花费了近30年时间，李加纳带领
他的团队成功地培育出了高含油量的
优质油菜新品种——甘蓝型黄籽杂交
油菜。正是这颗小小的油菜种子，改写
了世界油菜历史。

李加纳介绍，瑞典、德国、加拿大
等国的专家，一直在研究甘蓝型黄籽
杂交油菜，以将两种油菜品种的优点
结合起来。西南大学“油菜教师团队”
创建于1985年3月，团队通过多年在
田间地头的观测、远源杂交和辐射诱
变等方式，得到一批新的甘蓝黄籽油
菜材料。

1998年，李加纳团队率先获得了
携带黄籽基因的纯黄色甘蓝型油菜新
品系。其后团队不断育成高产、高含油
量、抗病抗倒、高配合力等优点的油菜
新品种17个，其成果在2015年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上世纪90年代就跟随李加纳从事
研究的徐新福副教授说，选种需要在田
间一株一株地选，在实验室显微镜下一
粒一粒地看，通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团
队才攻克了甘蓝型黄籽油菜粒色不稳
和产量抗性不好的两大世界性难题。

作为油菜籽的生产、消费和出口大
国，油菜籽无疑是中国出口创汇的主要
农产品之一。数据显示，李加纳团队研
发出的黄籽油菜新品种累计已为农民
和农业加工企业增收百亿元。

“母校教大家做对国家
有贡献的人”

形态各异的试管里，全是各类绿色
微藻……这里是重庆大学动力工程学
院微藻人工温室。

“微藻就是那些在显微镜下才能辨别
的微小藻群，有两万多种。”重庆大学“动
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教师团队”负责人廖
强教授介绍，微藻生长的光合作用效率是
普通陆生植物的10倍以上，所以它们就
像是一个由太阳能驱动的细胞工厂。

在这个“工厂”，微藻可源源不断地
将二氧化碳和废水中的氮、磷等转化为
富含油脂、糖和蛋白的生物质。此后这
些油脂就可以被转换成生物柴油，实现
变废为宝。 （下转2版）

李加纳（左二）在油菜地工作。
（西南大学供图）

重庆大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教师团队”正在实验室进行讨论。
记者 卢越 摄

拼搏彰显精神 坚守铸就辉煌

重庆5支“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引人注目
本报记者 李星婷

本报讯 9月 9日，来自相关部门和单位消息称，重庆采取多项综合
举措，以切实解决凤中路断道施工对重庆西站造成的疏解影响问题。举
措包括，新增5条进出站人行通道、两条车行分流道路和两个临时停车区
等，项目将于9月底完工投用；新建4车道凤中临时替代道路、2米宽人行
道和公交车停车港等项目，将于今年底完工；延长公交车收班时间和增开
西站到北站的公交化列车等。 （详见6版）

重庆“对症下药”缓解西站出行难

新增5条人行通道
两条车行分流道路
两个临时停车区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杨雅涵）“智博会才在赞誉声中落幕，文博
会紧接着闪亮登场。重庆的盛会多，我们
市民获得的快乐多、幸福也多……”9月9
日，网友“康康友乐乐”在第七届重庆（国
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文博会）官

方微信上留言。
当日，为期3天的文博会在重庆国际

博览中心闭幕。短短3天，这场由市委宣
传部、市文化委指导，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主办的文化盛会，共吸引了25万人次观
展，项目签约额 308 亿元，现场成交额

1.25亿元。
本届文博会不仅为来自世界各地的

1000余名客商打造了一个展示、展销平
台，更为重庆市民的文化生活增光添彩。

不少市民在重庆日报展区体验“旅
次方”智慧旅游大数据平台的操作界

面。在操作界面上，可以看到无人机拍
摄的乐和乐都景区的三维模型图。如果
需要在景区闲置土地规划游乐项目，可
以直接拖动项目模型到相应地块，还可
以对模型进行放大、缩小、移动位置，提
高了决策效率。

四川外国语大学媒介实务中心主任
杨清波表示，文化是城市绵延不绝的根，
是市民心灵归宿的本。文博会以“文”荟
萃精华，以“博”绽放魅力，不仅凸显了底
蕴深厚的巴渝文化和重庆近年的文化成
果，而且让中外文化争奇斗艳，古今文化
交相辉映，既给市民提供了一场精神的盛
宴，也彰显了重庆的人文品质，使重庆人
和城市的灵魂得到滋养。

创造品质生活 滋养城市灵魂
第七届重庆（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昨日闭幕，共吸引25万人次

观展，项目签约额308亿元，现场成交额1.2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