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3日，涪陵区，环卫工人正在清理路面污泥杂物。 （涪陵区环卫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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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3日宣布：应日本国首相安倍晋三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27日至29日
赴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

习近平将出席二十国集团
领 导 人 第 十 四 次 峰 会

最近，万州区娱乐行业的经营者都松了一
口气，就在前不久，一个横行该区娱乐行业的
涉黑犯罪组织被公安机关成功打掉，50余名
犯罪嫌疑人被缉拿归案。

自去年1月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
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忠诚履职、主动担当，
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严打高压态势。截至目
前，全市公安机关共打掉涉黑犯罪组织15个、
恶势力犯罪集团112个、恶势力团伙145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3284人，查处涉案资产4.43
亿元，有力震慑黑恶势力和各类违法犯罪活
动。

坚持依法严惩
确保打准打狠

“既不能漏过一个黑恶势力，也不能造成
冤假错案，在保持对黑恶势力打击压倒性态势
的同时，公安机关严格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
始终确保专项斗争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市公
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法严惩，一直是公安
机关坚守的底线。

黑恶势力犯罪涉及多个行业领域。为确保
依法办案，市公安局从国土、税务、审计等部门
聘请数十名专家，从各行各业请来专业人士，建

立起一个300余人的扫黑除恶专家人才库，为
侦办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提供法律和技术支持。

要打击黑恶势力，先要发现黑恶势力。重
庆公安机关始终把线索摸排核查作为基础和关
键贯穿专项斗争全过程。截至目前，共获取线
索7000余条。对群众实名举报的线索，民警
坚持做到“两回访一保密”：主动回访告知受理
进展情况、及时回访反馈核查办结情况，全程严
格保密，消除群众后顾之忧，确保群众满意。对
有涉嫌“保护伞”的线索，采取异地用警、交叉核
查的方式，确保了线索核查客观公正。

去年5月，大渡口区一个“套路贷”涉恶犯
罪团伙被侦破，就是民警从一个小线索中深挖

查起的。
市民李某到大渡口区分局报案，称其夫妻

二人以房产抵押的形式向天曦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曦公司）借款40万元，实际
到账36万元，因公司未提供还款账号、还款时
间等导致还款逾期，被要求赔偿9万多元违约
金。在提出异议后，受到多名“社会人员”威
胁，最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房产被变卖。

这仅仅是一个个案，还是涉嫌黑恶势力
呢？大渡口公安分局通过进一步摸排，发现该
团伙作案手段隐蔽性强，借为他人借款提供中
介服务之机，诱骗客户签订高额违约金合同、
买卖房产委托书等文件，后肆意认定客户违约
并收取数万元高额违约金；催收手段恶劣，如
客户不愿意缴纳违约金便采用堵锁眼、挂遗
相、前科人员上门恐吓等暴力手段催债，严重
威胁了受害人的人身安全。

大渡口公安遂成立专案组全力侦查，并辗
转上海、深圳、杭州、四川等地核查犯罪线索，收
集犯罪证据，最终先后抓获该团伙犯罪嫌疑人
25名，为群众挽回损失80余万元。（下转3版）

持续保持对黑恶势力严打高压态势

重庆公安扫黑除恶取得阶段性成效
本报记者 周松

两江短评

6-7版刊登“区县故事荟”

开放两江 未来之城

“候人兮猗”——一首序曲拉开了大型情景国
乐音乐会《思君不见下渝州》的序幕。这场音乐会
是巴渝文化与国乐艺术的有机结合，一首首古今
吟唱的诗词在晒文化中见风景，一曲曲动人心扉
的旋律在品诗词时讲故事，借助吟唱、器乐、舞蹈、
动画等多种艺术表达，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
了起来，也让在场观众如痴如醉、如梦如幻。

“高下渝州屋，参差傍石城。”重庆古诗词中有
壮美山川、风土人情，寄托着巴渝儿女浓浓的乡
愁，是巴渝文化光辉璀璨的组成部分，滋养了一代
又一代的巴渝儿女，也让重庆这座城市更为厚重。

无论是滋养精神世界，还是提升文化自信，都
需要我们不断挖掘巴渝文化精华，传承好、传播好
重庆古诗词这笔宝贵的文化财富。重庆日报“重
走古诗路 思君下渝州——探寻重庆古诗地图”
系列报道，是在古诗词中寻根，找寻重庆的历史与
来路；而由此升华的精选古诗名篇入曲的音乐会，
则是接续古人唱和，让巴渝文化走向未来、走向世
界的艺术演绎。以优秀传统文化铸魂，借高雅艺
术成风化人，必将让山水之城、美丽之地传唱千
古、传遍四方。

让巴渝古诗传唱千古
□饶思锐

重庆16个区县遭遇暴雨袭击
联 合 调 度 抗 御 乌 江 洪 水

本报讯 （记者 陈波）22日以来，重庆
16个区县遭遇暴雨袭击，最大日降雨量超过
11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长江上游重要支流
乌江水位明显上涨，经多部门紧密协调水库群
联合调度，减轻了防洪压力。针对涪陵区灾
情，市应急局启动IV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
作组赶赴涪陵区核查灾情，慰问受灾群众，检
查指导当地救灾工作。

据市水文局监测，22日8时至23日8时，
重庆中部大部地区、西部偏南地区及东南部部
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涪陵、綦
江、巴南等16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江津、酉
阳出现大暴雨。

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重庆部分中小
河流水位明显上涨，乌江流域来水迅速增加，
对彭水县、武隆区沿线造成较大防洪压力。

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市水利局
与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上游水文局及中国
大唐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开展联合调
度，武隆、彭水地方党委政府积极作为，多措
并举，削峰效果明显，共同抗御了本次乌江洪
水，确保了乌江流域沿江广大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市应急局要求全市各地各部门严格执行
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增强值班
值守力量，动态掌握水情、雨情、灾情，树立首
报意识，提升信息报告的时效性。

市应急局要求各区县及时了解灾情动态，
做好一线抢险救灾、核灾查灾工作。各类专兼
职抗洪抢险力量、综合性消防救援、武警部队
等应急救援队伍要做好灾情应对工作。

（下转3版）

散播谬论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
9版刊登新华社“辛识平”文章

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
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
指导意见》全文如下。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
的重要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部署要
求，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夯实乡村振兴基层基础，现就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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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坚持和加
强党对乡村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
策，坚持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
设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保障和改
善农村民生、促进农村和谐稳定作
为根本目的，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
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
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
理体制，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
障、以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
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
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
村善治之路，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
序的乡村社会，不断增强广大农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总体目标。到2020年，现
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基本形成，农村基层党组织更好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以党组织为领导
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明显加强，村
民自治实践进一步深化，村级议事
协商制度进一步健全，乡村治理体
系进一步完善。到2035年，乡村公
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保障水
平显著提高，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
加完善，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充满活
力、和谐有序，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

二、主要任务
（一）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

理的体制机制。建立以基层党组织
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
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
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
充的村级组织体系。村党组织全面
领导村民委员会及村务监督委员会、
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和其
他经济社会组织。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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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和党性锻

炼，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自己更加
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
舵。”

……
连日来，我市严格对标中央要求，深入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总要求，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把深入贯彻
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抓落实
的重中之重，扎实推动主题教育往深里走、
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规格高、收获大、很欣慰！”6月19日，
56岁的南岸区涂山镇蓝光COCO小区居民
夏利亚参加了这样一场座谈会。那是由市
委书记陈敏尔主持召开的“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市级机关为民服务解难题调
研工作座谈会，夏利亚作为普通群众受邀参
加。

“我提了四个建议，每一个都有相关领
导回应。”夏利亚说，她常听见家附近的小商
贩抱怨，说到镇街服务平台办理食品经营相
关事务时，手续复杂、办理时间较长。因此，
她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提出建议。

夏利亚说：“我真切见到、感受到，党员
干部作风在主题教育一开始就有明显变化，
他们眼里的群众利益无小事，民生问题大于
天。”

夏利亚参加的是我市“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中的一次调研座谈会。
这样的调研、座谈、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在
重庆各部门各单位正在扎实开展。

加强领导周密部署
以上率下扎实推进

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
党中央对这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目标

任务、方法步骤作出了明确规定。6月3日
全市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要求高标准高
质量开展好主题教育，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随后，全市第一批182个单位在
市委的示范带动下，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动
员部署，组建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准确把
握目标任务，精准落实重点举措，确保高标
准高质量开展好主题教育。

市委常委会带头高质量开展好主题教
育，6月4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
行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要求来一次理论大学习，确保

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6月5日，市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要求
来一次工作大落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落地见效。

6月10日，根据主题教育工作安排，市
委决定集中一周多时间，举办市领导研讨读
书班，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同步开展学习研
讨，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及市委
常委所在单位分别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安排部署所在单位
主题教育工作。

市级部门、单位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强
化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注重实际效果，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为帮助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会、准

确把握、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
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市委成立宣讲团，在全市开展
集中宣讲。

态度决定行动，起跑决定全程。一段时
间来，全市党员领导干部层层示范、层层带
动，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点，先改起来、改
实一点，同时担负好领导指导责任，抓好所
属单位党组织的主题教育，形成以上率下、
整体联动的总体效应，确保主题教育高标准
高质量扎实推进。

抓实学习教育
强化理论武装

把学习教育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是习
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明确要求。

（下转2版）

学思用贯通 知信行统一
——重庆扎实开展第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本报记者 张莎 颜若雯

3版刊登“追寻先烈的足迹”

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红岩魂陈列馆二楼展厅，陈列着一封红岩英
烈江竹筠写给丈夫彭咏梧前妻的弟弟——谭竹安的一封信。这封家书是
1949年8月27日，江竹筠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时所写。

这封信据称是江竹筠在狱中用竹签蘸着棉灰制成的“墨水”，在极薄的
毛边纸上写成的一封“托孤信”。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
江姐——除了是英雄之外，她还是一名平凡的母亲，一个柔情的女人。

这封信也是江竹筠留在世间最后的文字。写信后不到三个月，她便英勇
就义。

用竹签蘸着棉灰制成的“墨水”写下“托孤信”

江竹筠：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菜淡饭足矣
江
姐
的
﹃
托
孤
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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