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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报刊

当前，我市脱贫攻坚工作已进入
全面冲刺、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要
坚持问题导向，发扬斗争精神，高质量
完成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
整改任务。抓好巡视反馈意见整改，
首先要在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和对重庆的重要指
示精神上体现高质量，在结合实际贯
彻落实上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通、知
信行统一。

巡视整改是压力、更是动力。我们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
工作重要论述和对重庆市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
进一步增强抓好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深刻认识脱贫攻

坚专项巡视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把巡视整改作为
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政治责任，高度负
责尽责、抓紧抓实抓好，确保巡视反馈意
见真正落实落地。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
贫工作重要论述，要在学深悟透上下功
夫。我们要对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月
在重庆视察时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
讲话精神再领会、再深化。要进一步深
化对脱贫攻坚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把握，
消除思想误区和认识偏差，切实将脱贫
攻坚的政治责任担起来；进一步深化对
脱贫攻坚“任务不轻”的认识把握，把脱
贫攻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抓紧抓实；进
一步深化对“真抓实干”的认识把握，确
保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真实脱贫、稳定

脱贫、高质量脱贫；进一步深化对脱贫攻
坚“成败系于精准”的认识把握，用“绣
花”功夫做细做实工作，做出实效。各
级领导干部要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多
从主观找短板，多从自身找不足，多从
思想深处找差距，做到学思用贯通、知
信行统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
贫工作重要论述，要在知行合一上下功
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
的效果怎么样，最终还是要体现在具体
的行动上。要把中央巡视指出的每一个
问题，紧紧抓在手上，制定整改方案，明
确整改要求，做到“领情认账不推诿、立
行立改不敷衍”，确保反馈意见件件有着
落、事事有回音。要运用科学方法，统筹

谋划、突出重点，精准施策，有些问题要
立行立改、马上就改；有些整改需要经过
一段时间，要精准制定计划和责任书。
要以巡视整改为契机，既促进问题根本
解决，又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真正做到解
决一个问题，堵塞一批漏洞，完善一套制
度，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巡视整改产
生的成效。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脱贫攻
坚也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全市上下要
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通过巡视整改，改出精气神，改
出新气象，改出新作为，确保如期打赢脱
贫攻坚这场硬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提供坚强保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
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

从学习上抓起 从根本上改起
本报评论员

“黑的瓦、白的墙，屋内屋外都是新的。”今年春节，李甲忠
终于离开了那栋破旧的土墙房，住进位于渝北区古路镇古路村
鲁家坪的新房过春节。2月6日，李甲忠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新房是政府帮忙修的，这个年过得舒服！”
李甲忠年近70岁，妻子又有残疾，夫妻俩以前的土墙房漏

风漏雨，一到冬天就冷得遭不住，稍不注意就会感冒生病。老
李有心改造房屋，却无钱无力。

“我最羡慕新塘湾那些人了。”李甲忠口中的新塘湾那些
人，是住进古路镇新塘湾居民聚居点的村民。聚居点集中修建
了106套楼房，有87平方米、117平方米两种户型，当地村民享
受各种房屋补贴后，自己只拿10多万元钱就能住上新房，“不
仅看病近，还有健身器材锻炼身体。”

81岁的李全季就住在新塘湾居民聚居点。他说，聚居点
房子宽敞、整洁，有运动场，大家住在一起聊天、锻炼身体，小区
很有人气，尽管儿女们在两路城区工作，但他再没感觉自己是
空巢老人。 （下转2版）

渝北古路村困难家庭搬进新家过春节——

“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小区乱搭
乱建成为“城中村”，社区各帮联单位党组
织群策群力，让它变成花园小区；居民担
心孩子放学后无人照看，社区党委召集各
方代表开会，决定开设“四点半课堂”……
2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忠县县委组织
部获悉，该县忠州街道中博社区，通过建
立议事会，积极回应群众诉求，走出一条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新路。

据了解，中博社区成立于2013年，目
前辖区内有4300余户，1.85万人。“过去，
社区环境脏乱差，邻里之间常发生纠纷。”
忠州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社区出现的情
况，一度让上级部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为扭转这个局面，县委派出由县委宣
传部牵头，县经济信息委、统计局、文联等
参加的帮联团队。各成员单位党组织与
中博社区党委组成中博社区“联合党委”，
以党建为引领，共同处理棘手的问题。

中博社区党委书记孙卫琼说，中博社
区党委形成民主议事制度，就当前重点难
点工作举行专题议事会。议事人员包括

“联合党委”成员单位代表、业主委员会代

表、物管公司代表、社区民警、法治副主
任、党员代表、居民代表等。一般的小事，
要求有30名代表参与；重大事项、重要工
作则邀请100名代表参加。每一次议事，
参与人数必须过半才有效。同时，超过半

数成员通过，作出的决定才予以执行。
“一些业主破坏绿化带种植红苕、蔬

菜，施的肥料臭得熏人……”议事制度建
立不久，社区俊景华庭小区的居民、物管、
业主委员会便来投诉这个“老大难”问题。

为此，社区党委组织召开议事会，就
该小区“城中村”问题收集大家意见、建
议。最终，通过议事代表全员举手表决，
社区党委作出决定：5天内由业主自觉清
除庄稼，否则强制清除。

违建业主很配合，在大家共同努力
下，违法建筑很快被拆除。随后，“联合党
委”各成员单位自发捐款，整修污水管网，
修建花坛并栽上桂花树，小区面貌焕然一
新。

孙卫琼告诉记者，社区网格员在调查
中了解到，社区留守儿童、非公企业职工
孩子、单位双职工家庭孩子下午放学后无
人管护，作业无人辅导，让很多家长头
痛。议事会得知这个情况，开会决定开办

“四点半课堂”，由“联合党委”成员单位两
所小学的校长任党建指导员，带领学校党
员轮流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目前，“四
点半课堂”已有 45 名孩子接受免费辅
导。同时，这些孩子的家长也主动认领社
区志愿服务项目。如50来岁的社区居民
吴平，孙女在“四点半课堂”接受辅导，爱
好文艺的她也主动选择在社区文体俱乐
部指导文娱活动。

据了解，2018年，中博社区通过议事
会，解决社区危旧护栏整治、疏通化粪池
等重点难点问题8件。今年春节前，社区
又为辖区寒假中的孩子们提供书法、绘
画、舞蹈等免费培训，共吸引了38个孩子
参加，深受居民好评。

忠县中博社区

这个议事会 专解居民烦心事

本报讯 （记者 韩毅）在喜庆、欢
乐、祥和的氛围中，2019春节假期划上
句号。2月10日，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
员会发布数据，7天假日，全市共接待
境内外游客470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 入 180 多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0.26%、34.82%。“山水之城·美丽之
地”的旅游市场喜迎“开门红”。

作为新“年货”，旅游已成越来越多
国人的时尚选择。假日期间，我市针对
春节市场特点，以全域旅游理念为指
引，丰富旅游产品供给，积极组织推出
喜庆热闹、参与性强的节庆活动及三峡
游、民俗游、冰雪游、温泉游、康养游等
旅游产品。从景区到博物馆，从公园到
庙会，从街区到田野，从酒店到民宿，全
市各地年味儿十足。

如北碚开展了“缙云山——祈福
迎祥”文化庙会活动、“重庆自然博物
馆——熊猫时代”大型原创主体展活
动、“金猪拱福”生肖文物标本艺术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数字文化体
验等文旅活动，酉阳推出了一系列非遗
民俗表演活动，南川开展了金佛山春节
祈福活动，铜梁举办了首届中华龙灯艺
术节，沙坪坝举办了磁器口古镇千份瓷
器好礼送送送系列活动，垫江推出了新
春游玩欢乐嘉年华暨第三届冬季牡丹
花展，长寿举办了菩提古镇2019年新
春庙会节等。

全市新春旅游市场一片红火，实现
人次和收入的双增长。综合通信运营
商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市手机漫游共
5611.02万台次，同比增长62.0%。其
中，入渝漫游3680.79万台次，同比增
长74.0%；离渝漫游1930.23万台次，
同比增长43.3%。入渝漫游高出离渝
漫游1700多万台次。

精品景区人气旺，纳入市文化旅游
委统计直报的“百万游客俱乐部”旅游
景区共接待游客144.78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1.8亿元。其中，武隆喀斯特
旅游区接待20.3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1930.21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3%和
0.8%；云阳龙缸景区接待10.27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1115.49万元，同比
分别增长5.79%和3.73%。

都市旅游热闹非凡，洪崖洞接待游
客68.6万人次，同比增长261.05%；长
江索道接待游客12.45万人次，同比增长14.33%；歌乐山烈士陵
园接待游客19.77万人次；三峡博物馆接待游客8.76万人次。

温泉旅游大放异彩，缙云山北温泉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
50万人次，同比增长50%；九龙坡贝迪颐园温泉、沙坪坝融汇
温泉分别接待游客2.79、2.01万人次。

古镇旅游备受青睐，荣昌安陶博物馆接待游客14.56万人
次，同比增长143.48%；黔江濯水古镇接待游客9.76万人次，同
比增长59.746%。

乡村旅游红红火火，北碚缙云山、巴南云篆山、铜梁黄桷
门、江北铁山坪等乡村旅游片区分别接待6.9、6、6.4、6.2万人
次，同比分别增长54.89%、30.65%、30.61%、29.17%。

节日期间，我市文化和旅游系统投入安全应急值班值守力
量约2.74万人，全市无文化和旅游安全责任事故发生，实现假
日文化旅游“安全、有序、优质、高效、文明”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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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春节长假最后一天，
重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当日，旅客在重庆北站站
台有序上下车。重庆主城区火车
站预计全天发送旅客超过 20 万
人次。

▲当日，为协助老人、小孩、
孕妇等重点旅客便捷通行，重庆
北站北广场号召轮休党员干部组
成党员服务队，为返程客流开展
便民服务。

本组图片由新华社记者刘潺摄

重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月10日，“伟大的变革——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航天
成就展台前人头攒动。

春节期间，“伟大的变革——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迎来
持续参观热潮，单日现场观众人数
最多达 6.8 万人次。据统计，大年
初一至初六，累计现场参观人数超
过35.8万人次。

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伟大的变革——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
展览”

春节观众
超3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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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纪委监委春节期间严查“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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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项目全面拆除 生态修复初见成效

石柱水磨溪湿地重现滩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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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中彰显中国发展活力
——透视过年方式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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