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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长寿区委常委会会议室内，2017年度民主生活
会正在进行。长寿区委书记赵世庆对照检查后，与会班子
成员不留情面地进行批评：“我给赵世庆同志提出批评意
见，作为‘一把手’过于温和，如果对犯错误同志不真刀真枪
批评，他们就会觉得犯了错不是什么问题。”“我也给赵世庆
同志提几点批评意见……”

2017年度市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有关情况报告显
示，“辣味”已成为绝大多数民主生活会的“主味”。正是这
样的“辣味”民主生活会，检验出了全市逐步正常的党内政
治生活、持续向好的政治生态。

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要求，是持之以恒正风肃
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锻造优良
党风政风、确保改革发展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保障。”他要
求，要加强教育引导，注重破立并举，抓住“关键少数”，形成

“头雁效应”；要坚持法治、反对人治；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
领导干部要讲政德。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要多积尺寸之功。这为重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持依
纪依法管党治党、净化政治生态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深入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拿出滚石上山的劲头，以奋
斗的姿态推动重庆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整体向好。

坚决行动——
全面彻底干净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

薄熙来、王立军流毒

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指出，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联系重庆的
情况来看，薄熙来和孙政才两人的腐败问题是方方面面的，
但其中最突出的是政治上的腐败。在十八大、十九大之前，
党中央查处他们两人严重违纪案，非常英明，也十分及时，
为我们党消除了政治隐患，也为重庆消除了政治生态的污
染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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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上下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坚决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定精神上来。

去年7月，市委决心已明：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
薄熙来、王立军流毒。

由决心到行动，市委硬招实招频出：从五届市委第一轮
巡视启动揭开孙政才在脱贫攻坚领域造成恶劣影响的“盖
子”，到市委五届三次全会就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
熙来、王立军流毒再部署，再到市委出台“十破十立”的意
见，市委始终将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
作为紧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

“孙政才、薄熙来影响重庆长达十年，给重庆造成严重
政治生态‘内伤’。”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坚决肃清
是为了坚定前行。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既依纪依规、审慎
稳妥处置涉及孙政才和薄熙来、王立军案件的人和事，又加
强对各单位肃清情况的监督检查。

今年初，2017年度市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工作启
动，市委以加时加题的方式，将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
薄熙来、王立军流毒作为第二阶段年度民主生活会的主
题。“除市委组织部会同市纪委等单位组成督导组对民主生
活会开展情况进行督导外，市纪委还派员全覆盖参加区县、
市级部门、市属重点国有企业、市属高校市管领导班子民主
生活会，把监督工作做实。”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参会的纪检监察干部敢唱“黑脸”，该叫停的叫停，该纠
正的纠正。“这阶段对照检查笼统，把自己摆进去的少，达不
到民生生活会效果。”2月12日，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
室主任杨新参加某市级部门民主生活会时不留情面，一针
见血指出第二阶段民主生活会存在的问题，要求该班子成
员深刻检查，重新撰写检查材料。

市管领导班子把自己摆进去、把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
进去：“孙政才根本不重视党建，到我们这调研几次从未过
问全面从严治党的问题。”“薄熙来大搞‘小圈子’、小团体，
凭个人喜好选人用人……”

“十年造成的伤害很大，政治生态要修复，非朝夕之
功。”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准确把握总书记在
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关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
讲话精神，结合我市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全市正在开展的兴调研转作风促落实行动，把全面履行
监督专责融入到彻底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
立军流毒之中，推动全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整体向
好，确保重庆各项事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
向前进。

坚守使命——
当好政治生态“护林员”

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纪委监委作为政治机关，
对一个地区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担负着特殊使命和重
大责任。

去年7月以来，市纪委突出问题导向，强化责任担当，
横下一条心，以零容忍态度清除政治生态“污染源”。至今

年2月底，全市共处置问题线索10489件，立案2298件，处
分3230人，59名市管领导干部被查处。

2017年底，市纪委公开通报了武隆区政协原党组书
记、主席张晓江，市工商联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钟馗被“双
开”的消息。这两名“厅官”通报表述中都有“违反政治纪
律”“破坏政治生态”的字眼。

政治生态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容易受到污染，
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我市坚持惩前
毖后、治病救人，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积尺寸之功，防病于
未发，治病于初起。

去年8月，市委出台《重庆市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办法（试行）》，从制度层面明确运用“四种形态”的实践路
径、转化要求，为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提供制度遵循。市纪
委搭建党风政风监督大数据平台，精准识别“歪树”“病树”

“烂树”，为各单位党内政治生态“画像”。
与此同时，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做深做细做实执

纪审查“后半篇文章”。“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直击内心。”五
届市纪委二次全会上，与会人员读了《2017年以来重庆市
纪委查处的严重违纪违法领导干部警示材料汇编》后深受
触动。

去年7月以来，市纪委充分发挥查处案件的反面教
材作用，通过在媒体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市委党校主体班
开设警示教育课程、市廉政教育基地案例展示、发放扶贫
领域警示教育读本等方式，分层分类有针对性地开展警
示教育。

去年，巴南区8名市管领导干部及多名区管领导干部
违纪问题受到查处，市纪委、巴南区通过到受处分党员所在
党支部宣布处分决定并组织讨论，用好忏悔录和剖析报告
等措施修复政治生态，效果明显：干部们“跑酒局”“混圈子”
的少了，铆足劲、踏实干事的多了。

去年7月至今年2月，全市纪检监察机关通过批评教
育、谈话函询等方式处理9675人次，占74.0%；给予党纪轻
处分和组织调整2371人次，占18.1%；给予党纪重处分和重
大职务调整584人次，占4.5%；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
446人次，占3.4%。

“‘第一种形态’常态、规范，第二、三、四种形态专业、精
准，‘全面’和‘从严’实现有机统一。”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四种形态”正悄然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重整行装再出发
以滚石上山的劲头推进政治生态焕然展新颜

本报记者 周尤

坚决肃清是为了坚定前行。孙政才、薄熙来严重损害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孙政才是重庆政治生态的巨
大污染源，薄熙来是重庆政治生态恶化的始作俑者，严重阻
碍和破坏了重庆各项事业发展。只有全面彻底干净肃清孙
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才能卸下包袱，重整
行装再出发，团结一心向前行，这是重庆极其重要而紧迫的
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提高政治
站位和政治觉悟，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最重要的思想武装
和最切实的行动指南，认真贯彻落实“加强教育引导”“注重
破立并举”“抓住‘关键少数’”三条重要指示，切实按照中央
通报精神和市委“十破十立”要求，全面彻底干净肃清孙政
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用滚石上山的劲头，推
动重庆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整体向好，为把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提供有
力保证。

一、坚决肃清、坚定前行，必须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决
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

对重庆而言，正是因为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们的工作才有底气；正是
因为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指
引，我们的发展才会健康；正是因为有习近平总书记的
高度重视、亲切关怀，我们的事业才能成功。孙政才、薄
熙来腐败是综合性的，集政治变质、经济贪婪、生活腐化
于一身，最突出的问题是政治腐败。坚决肃清、坚定前
行，必须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自觉

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找方向、找方
法，从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的殷殷嘱托中明定位、明任
务，成为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的忠实信仰者、有效传播
者、坚定执行者。坚决肃清、坚定前行，必须旗帜鲜明讲
政治，不断增强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
心的政治、思想和行动自觉，把“四个意识”体现到岗位
上、落实到行动中，确保重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一切行动听党中央指挥、向总书记看齐，确保重庆所
有工作部署都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确保重庆各项事
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坚决肃清、
坚定前行，必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七个有
之”问题高度警觉，各级纪检机关务必时刻牢记肩负的
特殊使命和重大责任，及时将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
阴违的两面人、两面派辨别出来、清除出去。

二、坚决肃清、坚定前行，必须坚定理想
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
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孙政才、薄熙来违纪
违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是思想政治上、理想信念
上出了问题。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
流毒，必须从信仰信念上正本清源，修好共产党人的“心
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安身立命的

“主心骨”，作为修身立业的“压舱石”。要解决好“总开关”
问题。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要坚
定“四个自信”，真正做到对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着、至信而
深厚，真正让理想信念成为自己心中的灯塔、凝聚精气神的
灵魂。要学习弘扬“红船精神”“红岩精神”，常掸心灵灰尘，
常清思想垃圾，常掏灵魂旮旯。要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天
下至德，莫大乎忠”，对党忠诚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

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要相信组织、敬畏组织、服从
组织，自觉尊崇党章、模范践行党章、忠诚捍卫党章，始终做
到心中有党、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要涵养积极健康的政治
文化。大力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
等价值观，坚决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
俗政治文化，反对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做派，反对
拉帮结派的“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抵制商品交
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不断涤除歪风邪气，防止封建腐
朽道德文化沉渣泛起。

三、坚决肃清、坚定前行，必须以奋斗姿
态一刻不停歇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生态同自然生态一样，稍
不注意就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
出很大代价。”孙政才、薄熙来给重庆造成的十年之害，
流毒既深且广、危害极大，最严重的后果是污染了重庆
的政治生态。政治“雾霾”不去掉，就没有政治生态的风
清气正。要当好政治生态“护林员”。各级党组织要严
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
准则，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增强政治性、时代
性、原则性、战斗性。各级纪检机关要打好净化政治生
态组合拳，运用大数据整体把握、动态分析政治生态状
况，全覆盖监督参与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做好执纪审
查后半篇文章。要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
果。中央八项规定不是只管5年、10年，而是要长期坚
持。要拿出恒心和韧劲，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个
问题一个问题突破，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化风成俗。坚
决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开刀，坚决整治“三多一懒”问
题。要推动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向压倒性胜利转化。

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
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
团。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要求，扎实开展扶贫民生
领域专项整治，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坚决惩
治“保护伞”，严厉打击“村霸”，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精准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
形态”。在用好第一种形态、分类处置、发挥谈话函询作
用上下更大功夫，坚持思想教育、政策感化、纪律威慑相
结合，正“歪树”、治“病树”、拔“烂树”。

四、坚决肃清、坚定前行，必须勇于自我
革命，强化自我约束，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
洁的政治本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
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
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
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既是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
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孙政才、
薄熙来不知敬畏、不守底线，私欲泛滥、贪腐堕落，严重败坏
社会公序良俗，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严重破坏公平正
义，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和威信。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
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各级党员干部要始终保持革命精
神、革命斗志，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作斗争，
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本色。做到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
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
德。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把法律
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做到勇
于担当、作风过硬。要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正确政绩观，
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勇于涉险滩、破坚冰、攻堡垒、拔城
池。带头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按照市委统一部署，扎
实开展“兴调研转作风促落实”行动，形成“头雁效应”。做
到廉洁自律，防止被“围猎”。要慎独慎初慎微慎欲，多积尺
寸之功。要坚持法治、反对人治，对宪法法律始终保持敬畏
之心，做到心中高悬法纪明镜、手中紧握法纪戒尺，知晓为
官做事尺度。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
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用
良好的家风培养拒腐防变的免疫力，锻造“百毒不侵”的铮
铮铁骨。

坚决肃清 坚定前行
中共重庆市纪委

“基地未投产前，套种白菜、莴笋、南瓜等
蔬菜，保障农户收益。投产后，将套种魔芋、中
药材等品种，同时发展黑猪、土鸡养殖。”近日，
在黔江区杉岭乡林峰社区“叫得响”果树基地，
基地负责人朱红军向前来考察学习的客商们
作这样的介绍。

4月的杉岭乡，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果树
基地里的脆桃、蜜李树的枝头已冒出了新芽；
绿油油成片的白菜、莴笋苗躺在基地里，极富
生气。果树基地的发展模式是立体农业发展
模式，主要采取“种养结合”、“长短结合”的发
展方式，因地因时制宜，在基地里发展种养业
及其观光业等产业，能够确保土地增效、基地
增收和农户致富。

据介绍，2017年，林峰社区组建了重庆市
叫得响果树种植股份合作社，由林峰社区居委
集体资金入股5万元占股10%，杉岭乡供销社
入股10万元占股20%，农户土地占股70%。
通过农村土地股权化改革，林峰社区1组、2组

的51户农民变成了股东，让他们在家门口便实
现了就业和创业。目前，基地规划有土地400
亩，主要种植了仙女脆桃、蜂蜜李等果树，预计
两年后全面投产时水果亩产量将达1000公
斤，亩产值可实现2万余元。

“叫得响”果树基地的立体农业发展模式
只是黔江区大力实施“亩产万元立体农业行
动”的一个缩影。

“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和突破口在于发展
产业。如果没有产业，老百姓就没有稳定收
入。”黔江区委相关负责人说，全区通过大力实
施“亩产万元立体农业行动”，以“公司+基地+
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立体
农业，建设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和家庭农
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兴旺。

据了解，“亩产万元立体农业行动”是指通
过发展立体化农业，让每亩土地的收益能够达
到万元以上。譬如采取种养结合（林下种菜、
养鸡等）、农旅结合（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等）等

发展模式都属于立体农业。
一直以来，黔江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乡村。积极转变思想观
念、拓宽发展思路，念好“山字经”、做好“水文章”、
唱好“林中曲”，引导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特色
效益农业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立体农业，努力实
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位于中塘乡胜利村8组、9组茶园（小地
名）的百富联油茶基地，漫山遍野的油茶在春
阳的照射下显得格外耀眼。在油茶基地里，还
套种有马铃薯等农作物。

油茶基地负责人黄宁是一名返乡创业者，
他的老家就在油茶基地山脚下。他说，茶园山
高坡陡谷深，人烟稀少，属于不适宜居住的地
方。2015年，他和几个朋友在茶园流转土地
2000亩，规模种植起了油茶。前期油茶还未达
到盛产期时，就在基地里套种南瓜、花生、马铃
薯、海椒等作物，以此来解决盛产间隔期基地
的收入。

据介绍，油茶基地通过“公司+基地+农户”
模式，主要栽种油茶以及进行茶籽粗加工、茶
籽油细加工及销售，进行订单生产、统一销
售。基地规划5000亩，全部建成后将直接带
动周边500余家农户种植油茶，预计户均增收
10000元以上，实现农民就近就地务工100人
以上。

黄宁算了一笔账：两三年后，基地油茶进
入盛产期，每亩最高产值可达2.6万元，而且4
个品种（湘林、长白山、软枝、红花大果）的盛产
期将达50至200年不等。同时，除栽种、生产
油茶及产品外，还利用当地生态优势，农旅融
合、长短结合。未来，基地将有三大支柱产业，
包括油茶种植田、生态鱼塘和生态花卉果园。

“中塘乡亩产万元立体农业发展有了坚实
的基础。脆红李、猕猴桃、油茶等初具规模，一
棵果树就能养活一个人，一亩基地就能致富一
家人，一个产业就能带富一片区域。”中塘乡党
委书记潘东信心满满。

在邻鄂镇，松林村冬桃基地呈现出一派紧张
繁忙、生机勃勃的春耕景象。松林村冬桃基地所
在地叫石人山（小地名），这里曾经土地石漠化较
为严重，成为当地绿水青山中的一块“伤疤”。当
地通过发展冬桃产业，大量种植桃树，修复了绿
水青山，也实现了向“金山银山”的转变。

“靠山吃山，绿色发展。”邻鄂镇镇长周涛
介绍说，邻鄂镇因地制宜，通过大力发展打造
立体农业示范基地，聚集绿色财富，为村民打
造了致富“靠山”。前几年，松林村人胡维成从
新疆务工（种植果树）回到家乡，通过流转石人
山附近土地300余亩，种植冬桃2万余株。如
今，他还成立了公司，带动当地30多户农户80
余人种植樱桃、梨子、黄桃、脆红李，并搞起了
乡村旅游。

立体农业示范基地不仅绿了荒山，还富了
百姓。

如今，黔江区立体农业遍地生花。水田乡
羊肚菌产业、小南海镇生态水产养殖场、濯水
镇双龙村蚕桑+高山反季节蔬菜、冯家街道一
江两岸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示范带等立体农
业示范基地建设正如火如荼。今年，全区按照
每个乡镇街道主抓1-2个骨干产业，形成“一
村一品”、“一乡一业”的立体农业发展格局规
划，在市级深度贫困镇金溪镇布局了5000亩
立体农业示范基地，其余29个乡镇街道均打造
了1000亩以上的立体农业示范基地。

罗跃 刘茂娇

念好“山字经”做好“水文章”唱好“林中曲”

黔江立体农业立起乡村振兴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