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6日，海拔1600米的丰都县仙女湖镇金竹林
村寒意袭人。但是，围坐在村里朱家大院的干部群众
却是一身暖意。

下午两点，第一书记“火炉坎”活动开始了，在村里
古朴的朱家院子，500多名男女老少围坐在火堆旁边，
边烤火边看方言政策宣传小品。乡亲们一会儿被演员们
风趣幽默的演出逗笑了，一会儿又为抢答题扛上了。

“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是哪一年？”
“我知道，是2020年！”
“县里的金融扶贫政策对户贷户用的贫困户每户

贷款额度是多少？”

“5万，我先回答的！”……
两个多小时里，乡邻们专心看节目，并踊跃抢答，

现场气氛热烈。
为什么第一书记的“火炉坎”有这么大的魅力？

宣传政策也要讲精准
“在我们这个地方，冬天天寒地冻，大家一见面，

首先就是邀请你进家里火炉旁烤烤火，当地话叫火炉
坎，这也算是仙女湖镇冬季里老百姓见面的一个基本
礼节。”作为驻仙女湖镇的扶贫工作队队长，丰都县委
办公室副主任向海林说。 （下转3版）

第一书记的“火炉坎”
本报记者 蔡正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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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习生 杨锦曦）2月8日，由“渝满
俄”运回的葵花籽油在重庆铁路保税物流中心（B型）正式开箱，经过
保税仓储、通关通检后，这批葵花籽油将分销至全国各地。搭载这
批货物的“渝满俄”首趟进口葵花籽油回程专列已于5日抵渝。

据了解，本次货物共有50个标箱，货值110万美元，来自世界著
名的金葵花籽油产地——俄罗斯库班地区。据货源组织方、店商互
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宋宁宝透露，自2013年起，我国便开始
进口葵花籽油，但都是小批量模式。“此前国内没有任何企业通过火
车专列的形式运输过进口葵花籽油，我们这是第一次。”宋宁宝如此
表示。

敢于当“吃螃蟹的人”，店商互联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来，该
企业在全国40个城市布局了超过42万家便利门店，通过电商形式，
能将产品快速分销至全国，不用担心销售问题；二来，是看重重庆的
区位优势。“我们做过很多对比测算，发现重庆是最好的选择。”宋宁
宝称，重庆位于西部的中心区域，物流体系完善，在时间成本和物流
成本上，比其他城市更有优势。

此外，他还表示，重庆为公司提供的不仅是“渝满俄”这条线路，
还有相应的铁路物流公司策划了整体的物流运输方案，而西部物流
园方面则为其规划了俄罗斯、欧洲的进口商品种类，可谓服务配套
齐全。今年，他们将进口更多的产品至重庆再分销全国，预计仅葵
花籽油的销售额就将达到1亿元。 （下转4版）

本报讯 （记者 周尤）2月8日，我市
通报了3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纪委风正巴渝网获悉，这
3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为：

1、市公安局警保部办公室副主任易元
平公车私用问题。

2017年3月至4月，市公安局警保部办
公室副主任易元平多次违反公务用车管理规
定，私自驾驶公车看望家人及用于上下班。
2017年8月，易元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退赔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2、开州区麻柳乡兴坪村党支部书记邓

廷章等人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
2015年6月，在实施兴坪村山坪塘整治

工作中，邓廷章与村干部王美平、廖代生、向
可忠分别收受山坪塘整治项目承包人吴某
现金500元。此外，2015年2月、2015年8
月，邓廷章分别操办乔迁宴、儿子婚宴，办酒

席共96桌，收取了村民等送的礼金。2017
年9月，邓廷章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王
美平、廖代生、向可忠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有关款项予以收缴、清退。

3、武隆区和顺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蔡洪违规操办女儿婚宴问题。

2017年1月，蔡洪为女儿办理婚宴中，
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礼金1.73万元。
2017年7月，蔡洪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
款予以收缴。

我市通报3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2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互致新年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表示，值此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春节即
将到来之际，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
向总书记同志，并通过你向越南共产党和越南人民致以诚挚的新
春问候和祝福。习近平表示，刚刚过去的2017年是中越关系发
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我同总书记同志再次实现历史
性互访，我们达成的广泛共识已经转化为两国交流合作的累累硕
果。2017年中越“一带一路”与“两廊一圈”战略对接迈出重要步
伐，双边贸易额实现1000亿美元目标，人员往来近1000万人次，
两国人民从双边关系发展中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习近平指出，2018年是中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
第十个年头。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愿同越南共产党一道，加
强对中越关系发展的政治引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全面合作，

不断拓展中越关系发展广度和深度，更好为两国和两国人民谋
幸福、为社会主义事业谋发展、为人类社会进步事业作贡献。
两党两国高层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保持经常接触，对双边关系发
展发挥着关键的战略引领作用。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
沟通，携手推动中越关系行稳致远、更上层楼。

阮富仲在贺信中表示，值此越中两国传统佳节戊戌年春节
来临之际，我谨代表越南党和人民，向您并通过您向中国党和
人民致以最美好的新春祝福。阮富仲表示，去年越中关系保持
良好发展势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实现互访，各领域合作取
得积极进展。2018年对越中关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我
希望并愿同您一道，加强对各层级各部门的指导，在现有合作
成果基础上，进一步着力巩固政治互信，提升各领域务实合作
的水平和质量，继续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向好
发展。

习近平与越共中央总书记
阮富仲互致新年贺信

精彩的演出和问题抢答，让现场群众看得津津有味。
记者 蔡正奋 摄

“渝满俄”首批进口
葵花籽油抵渝开箱

将销往全国各地

2月8日，在重庆铁路保税物流中心（B型），重庆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铁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进口葵花籽油进行查验。

记者 张锦辉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2月8日，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五次会
议，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加强党对
改革工作的领导，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
深入、工作再抓实，不断开创全面深化改革
新局面。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唐
良智、吴存荣和领导小组成员、有关市领导
参加会议。

会议深入学习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二次会议精神，审议我市2018年全
面深化改革工作要点和市委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2017年工作总结，审议生态文明
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加强和完善城乡社

区治理的实施意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综合行政执法的意见、进一步优化
完善乡镇机构设置的指导意见、深入推进经
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市
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关工作规则等
文件和方案，听取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四次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的汇报。

会议强调，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就全面深化改革发表重要讲话、作出
重要指示，发出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强烈信
号。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站在更
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遵循。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化对思想再解
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的认识，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全力落实
各项改革任务，不断开创全面深化改革新局

面。
会议指出，去年7月中旬以来，市委切

实加强对全市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领导，紧
跟中央步伐谋改革，立足重庆实际抓改革，
坚持群众立场推改革，改革呈现出全面发
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良好局
面。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全面深
化改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接力探索、接续
奋斗的关键之年。新的一年，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对标对表抓改革、
亲力亲为抓改革、敢作敢为抓改革、善作善
成抓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推动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实质
性成果。

会议强调，新时代有新任务新要求，全
面深化改革要有新作为新业绩。一是各级
党政领导干部履行改革责任要有新作为新

业绩。坚持一把手抓改革、改革抓一把手，
强化责任心、健全责任制，一级带着一级干，
一环扣着一环抓，有力有序推进各项改革。
各改革专项小组组长、各区县各部门主要负
责同志要提高政治站位，拿出足够的精力谋
改革、抓改革、促改革，努力成为改革的行家
里手。二是各个重点领域改革要有新作为
新业绩。对标中央要求，结合重庆实际，全
面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部署的改革举措和
党的十九大部署的改革任务，统筹推进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紧紧围绕打好“三大攻
坚战”、实施“八项行动计划”，让改革精准发
力，以改革开创新局。三是各项改革工作环
节落实要有新作为新业绩。着力抓调研、抓
方案、抓部署、抓协调、抓督察，勇于开拓创
新、敢于自我革命，主动出击、贴身紧逼，大
力推动各项改革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陈敏尔主持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强调

切实加强党对改革工作的领导
不断开创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

唐良智出席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2月8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
一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会议听取了市监察委员会关于提
请审议陈杰等七位同志职务任命议案的说明，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
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陈杰等七位同志职务任命的议案。

张轩表示，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
任命，标志我市市和区县两级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选举任命工作
全面完成。希望市监察委员会各位成员不负党和人民重托，切实
履行好依法监察职责，为保证中央和市委反腐倡廉各项决策部署
得到全面贯彻落实，保证公权力在重庆大地上更加规范运行作出
积极贡献。

张轩指出，新一届市人大常委会必须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紧紧围绕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谋划和推进人大工作；必
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毫不动摇全面推进依法治市，提高立法质量，加
强和改进监督工作，确保法律法规有效实施，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
行；必须毫不动摇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发展完善，努力
使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
工作机关，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

张轩强调，市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要适应新时代发展要
求，在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上下功夫，
在加强履职业务学习上下功夫，在准确把握人大职权、驰而不息改
作风转作风上下功夫。要结合新时代人大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
务新要求，认真思考、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努力为保障和服务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更多贡献人大力量。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学普、杜黎明、沈金强、张定宇、夏祖相、
王越，秘书长龙华出席会议。

市领导陈雍、邓恢林列席会议。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一次会议

张轩主持

2月8日，重庆日报记者跟随市扶贫
基金会一行来到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
大学）干休所，为离休干部陶文德送去荣
誉证书和捐款证明。不久前，97岁的陶文
德老人向市扶贫基金会捐赠5万元，成为
目前我市最年长的扶贫捐赠人，并以累计
捐款近15万元，荣膺基金会个人名义捐
赠“第一人”。

5万元，爱的执着

今年元旦节后的一天，市扶贫基金会
会长杨亚玲接到了第三军医大学干休所
打来的电话：“我们这里有位离休干部，他
想捐出30万元……”

“30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尤其是对
于一位离休已45年，今年97岁的老人来
说，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接完电话后，
杨亚玲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决定去干休所
了解实际情况。

一到干休所，听到了“陶文德”的名
字，杨亚玲更是肃然起敬——因为此前陶
老已向扶贫基金会捐赠多次，还因此被评
为 2016 年“全市扶贫开发工作先进个
人”，而这次准备捐出的30万元，是陶老
剩下的所有积蓄。

“使不得，使不得，您年事已高，虽然
现在身子骨硬朗，但以后万一要请人照料
怎么办……”杨亚玲急忙做陶老的工作，
并表示最多只能收取他两万元。

捐赠的人想多捐，而被捐助单位却不
肯接受。反复劝说后，陶老勉强同意这一
次先捐5万元。

1月9日，在干休所工作人员的陪同

下，陶老来到银行，向市扶贫基金会捐出5
万元，他也因此成为目前我市最年长的扶
贫捐赠人。

活到老，捐到老

“心中没有群众，就不配做共产党
员。我只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而已。”在

陶老家中，97岁的他精神矍铄，行动自如，
思路清晰，但对于自己的捐赠却不愿多
谈。因此，市扶贫基金会再三叮嘱重庆日
报记者：“就说你是基金会工作人员。”这
才得到采访机会。

“响应号召”4个字，在陶老心中重于
泰山。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当我国还在实
行供给制时，他就曾拿出所有津贴和积
蓄，一次性捐出80元支援国家农业建设。

此后，捐赠成为陶老生活的常态。近
年来，陶老先后4次向市扶贫基金会捐
赠，算上此次捐赠的5万元，陶老在市扶
贫基金会的捐赠金额已接近15万元，在
基金会以个人名义捐赠排名第一。

除扶贫外，陶老还有许多次捐赠。
2007年 7月，我市遭受特大暴雨洪

灾，陶老眼见居民家里被淹、良田被毁，便
找到单位捐出了1.5万元；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陶老在第一
时间捐出了1万元和部分衣物；

2009年云南旱灾，他通过组织捐款
1万元；

2010年，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震，
他主动捐出5000元，同年，又向沙坪坝区
红十字会捐款1万元；

2011年酉阳酉水河镇大地村受灾，
他捐出 2.5 万元，为两户村民修缮了房
屋，让100位贫困儿童用上了新书包、新
文具……

（下转3版）

他生活节俭，60多年来，却一次次拿出工资进行捐赠；近年来，
又累计捐款30多万元——

97岁老兵的“爱心长跑”
本报记者 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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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机场通关迎来“刷脸”时代
机场边检站启用自助查验通道

比人工查验快6倍

渝北 让年味儿更有文化味儿
最浓年味 探寻永川地道土特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