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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事业需要榜样的引领，奉献
的精神需要发扬和传承。8月14日、15
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庆市优秀
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第一
批）最后两场在市委礼堂举行。报告团
成员分别讲述了他们在工作岗位上的
付出与收获，表达了对家人师长的缅怀
和思念，语言虽朴实无华，事迹却感人
至深。从9月起，他们将分赴各个区
县，面向主题教育第二批单位开展巡回
报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庆市优秀
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报告会的报告团成
员由15名秉持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
命、敢于担当作为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
典型组成，从19岁到90岁，他们是不同
年龄段、不同行业的先锋代表，都在不
同时期、不同岗位上做出非凡而又突出
的贡献。他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用20

场报告会，面向182个主题教育第一批
单位、全市14141名领导干部讲述了他
们的先进故事。

巡回报告会是推动主题教育往心
里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的一次生动
实践。15位先进典型中，有“春蚕到死
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用一生奉献
给党和人民的老党员李玉珍、蒲良培、
崔连喜，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济沧海”用科学研究报答祖国和百姓的
向仲怀、刘正宇，有“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用善心耐心调解群众
矛盾的马善祥、文永学，有“醉里挑灯看
剑，梦回吹角连营”日以继夜坚持劳动
的一线工人刘永刚、张永忠，有“采得百
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用情服务
人民的基层干部毛相林、杨春敏、方文，
有“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挥洒青春和热血的青年榜样高艺、丁甜
甜，有“落花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
花”用爱温暖孩子的检察长梅枚。

他们的事迹是最鲜活、生动的教
材，聆听报告会也不是听故事、完成任
务、走过场，而是真真切切地对标先进
人物，照一照“镜子”，找一找差距，扫一
扫“灰尘”，提一提精神，从他们身上学
习一名合格党员应有的精神、品质和方

法，并汲取其人格的力量、精神的力量、
奋斗的力量。

“听完报告会，我发现优秀的共产
党员身上有一种共同的特质，就是他们
每一个人都是精益求精地坚持做好自
己的本职工作。”市委办公厅督察二室
的曾旻说，时光荏苒、初心不改、使命如
一、矢志不渝，这是他们最大的特质，也
是不忘初心与牢记使命的具体体现，正
因如此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

“从年龄上说，其中几位报告人已
不再年轻，但他们表现出的精气神非常
年轻。他们的状态说明了深层次地对
真善美的追求，如果将之体现到自己工
作和生活中，会让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
精神风貌变得更加年轻。”市纪委的诸
明勋被老党员的事迹震撼和鼓舞，他
说，他们为人民所做的一切诠释了共产
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时代内
涵，他们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也让自
己有所启发。今后将履行好自己的职
责，守初心、担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努力奋斗。

一场场报告会下来，报告团成员也
有收获。

“这是一段难忘的时光，他们就像
长辈一样，不仅给了我很多宝贵的意

见，也对我照顾有加。”来自西南大学大
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报
告团成员丁甜甜年龄最小，但她很珍惜
这次机会，她说最大的收获是学习到了
坚守信仰的重要性和一直秉持一颗为
民服务的初心，“像崔连喜爷爷、李玉珍
奶奶这样的老一辈还如此充满活力、认
真对待每一件事，我是一名预备党员，
也要以他们为榜样，将来担起共产党员
的责任，永远保持入党时的那颗初心。”

每天吃住在一起，让报告团成员也
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大家纷纷拿出报告
会的宣传手册，互相在上面签名留恋。

巫山县下庄村村主任毛相林和酉
阳县车田乡清明村第一书记方文向其
他成员发出邀请，一定到下庄和车田去
走走，看一看乡村的新面貌。

“我们来自不同的行业，是这次报
告会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大家互相学习
交流，从不吝啬对别人的赞扬和鼓励，
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么多不同年龄、不同
岗位的党员对党、对祖国和对人民的热
爱。”报告团成员、长安汽车江北发动机
工厂汽车发动机维修工张永忠说，这些
伙伴里，老一辈对工作兢兢业业、年轻
人谦虚又有上进心，每一个人身上都有
值得自己学习的闪光点。

在服务人民中诠释初心与使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第一批）画上圆满句号

本报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李明岩

“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
边。”这曾是农村厕所留在人们脑海中
的印象。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心农村的厕

所改造工作，多次在考察中作出重要指
示。中央有关部委、全国各地积极响
应，一场“厕所革命”在全国展开。

爱上爷爷家的小院——
老洪“改厕记”

两层楼房窗明几净，生活设施一应
俱全，院内蔬菜长势喜人，屋后小河流
水潺潺，远处山峦隐约可见……日前，
记者走进江苏省镇江市世业镇永茂圩
洪家勇家的小院。

过去，还是那山那水，但“味道”大
不一样。

“那时候，一到夏天，院子里不能站
人。我家最开始用的是旱厕，搭两块
板，稻草盖一盖，苍蝇、蚊子多得很。后
来改了水厕，但没有化粪池和排污管
道，脏水就往这条小河里面流，天气一
热味道还是不能闻。”老洪一边说，一边
招呼记者去参观他们家的厕所，“你看
你看，是不是一点味道都没有了？”

2013年底，在当地村民们的呼吁
下，长江上的小岛世业镇开始自建排污
管网，第一个完工的自然村就是永茂
圩。老洪家的厕所与地下污水管网连
通了，汇集的粪液进入三格化粪池，除

了第三个格子的粪水直接用来浇地施
肥，其余的集中收集、处理后达标排放。

“冬天不冷，夏天不臭”，一间厕所
的变化，让城里的孙子孙女爱上了爷爷
家的小院。更让老洪备受鼓舞的，是得
到了总书记的肯定。

2014年岁末，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
调研时走进了洪家勇家，看到老洪家洁
净的厕所，又得知村里都已经把旱厕改
为水厕，总书记十分高兴。他指出，解
决好厕所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标
志性意义，要因地制宜做好厕所下水道
管网建设和农村污水处理，不断提高农
民生活质量。

几年来，江苏省认真落实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各级财政累计出资3150万
元用于厕改。世业镇在全面完成厕改
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污水、垃圾处理
设施全岛覆盖。在江苏全省，以“厕所
革命”为核心的村庄清洁行动、农村生
活垃圾和农业废弃物治理等专项方案
持续推进。

“厕所革命”带来乡村新变化

近年来，农村“厕所革命”快速推
进，全国大部分省份都制定了农村“厕

所革命”的专项行动方案，千村万户经
历蝶变。

有着“中国最美乡村”之誉的江西
婺源，潺潺溪水从黛瓦白墙的徽派建筑
前流过。

“过去可不敢在这里晒辣椒，旁边
就是旱厕，臭烘烘的，路过都要捏着鼻
子走。”73岁的戴任堂把家里的辣椒晾
晒在村广场的角落，一边翻晒一边跟邻
居聊天。

“今天早上起来沿着村子走两圈，
说真的，如今城里的公园赶不上咱们的
自然风景。”56岁的村民占年开说，他刚
去儿子务工的城市待了一段时间回来。

“改水改厕搞卫生这些小事能带来
这么多实惠，真没想到。”村民戴志花开
了个农家乐，由于环境越来越好，游客
也越来越多。

长溪村村委会主任戴向阳说：“厕
所的变化改变了乡亲们的生活。”

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完成农
村改厕1000多万户，农村改厕率超过一
半，其中六成以上为无害化卫生厕所。

“厕所革命”带来的乡村文明新气
象，正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力。

据国家乡村旅游监测中心对109

个监测点（村）的调查，2019年上半年，
这些点（村）水冲式厕所普及率75.1%，
同比增加14.9%，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
和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农户覆盖率分
别上涨了3.2%和15.5%。随着公共服
务设施大幅改善，上半年全国乡村旅游
总人次达15.1亿，同比增加10.2%，总
收入增加11.7%。

“黑臭河道越来越少，家门前沟渠
越来越清，流进长江的水越来越干净，
村民们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环境。”世
业镇世业村村委会主任何永林说。

建、管结合：积小胜为大胜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厕所革命”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发扬钉钉子精神，
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一件接着一件
抓，抓一件成一件，积小胜为大胜。

“三分在建，七分在管。建了统一
的污水处理厂、垃圾收集点当然好，但
让老百姓担忧排污费、垃圾费增加负担
就不好。要设身处地为老百姓着想才
能持久。”世业镇科教文卫办主任顾柳
俊经历了几轮厕改，对此深有感触。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改厕还
要兼顾农民生活与生产的需要。近年

来，三格式、沼气式、双瓮式、粪尿分级
式等新技术不断推出，适应了我国从温
带到热带、从山区到水乡等多纬度、多
地形地貌的需求。

“落实好这一民生重大工程，离不
开完善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农业
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司长李伟
国介绍，2018年农业农村部专门成立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推进办公室，集
中力量抓好各项工作落实。2019年，中
央财政投入70亿元资金用于农村“厕
所革命”整村推进财政奖补，中央预算
内投资30亿元支持中西部地区因地制
宜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在全国各地，以农村“厕所革命”为
重点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各项任务稳
步推进。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改造
农村户厕1000多万座，建设农村生活
垃圾处理设施5万多座，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9万多座。

长江畔，44平方公里世业镇变了。
近年来，通过与迷笛、草莓、中演、韩国
SM等演艺集团合作，一个集美食、啤酒、
音乐、滨江美景为一体的音乐岛吸引了
上百万中外游客，“岛内”厕所数量、质量
不断升级，售纸机、手机充电站、无障碍
设施齐备，确保乐迷们优雅到底。

老洪最近有点幸福的烦恼，一年一
度的“长江国际音乐节”刚开票，孙女说
要回老家听演唱会，“以前我还能要到
赠票，这两年一票难求啊。”

（记者刘亢、蒋芳、邱冰清、姚子云、
于文静、余俊杰）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改厕改出新生活
新华社记者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编者按】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民生，是
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最大牵挂；
一个个体恤民情的感人故事温暖
人心。今天起，新华社在“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
章”栏目中，以“总书记关心的百
姓身边事”为主题，连续推出一组
报道，以回访习近平总书记十八
大以来关心的民生领域百姓身边
事为切入点，反映时代的发展进
步和百姓的获得感，展现总书记
广博、深沉的人民情怀，传递亿万
人民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
信心和决心。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
习生 孙天然）8 月 15日，两江新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案
四说”现场警示教育会在市党风廉政
教育基地举行，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段成刚要求新
区全体党员干部紧密结合开展主题教
育，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

两江新区党员干部来到市党风廉
政教育基地，参观了市廉政教育基地
常规展及“以案四说”专题展，观看了
《蜕变的初心》《“能人副总”的两面人

生》警示教育片。大家既学习了正面典
型的精神风范，又反思了反面典型的惨
痛教训。

段成刚要求，新区各级党员干部要
坚守初心、坚定理念信念，时刻绷紧纪
律规矩这根弦，把依法办事作为重要准
绳，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让警示教
育真正入脑入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深刻认识“以案四说”警示教育必
要性重要性。要进一步抓住重点关键，
提高“以案四说”警示教育针对性实效
性。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把全面从
严治党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两江新区举行
“以案四说”现场警示教育会

段成刚要求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8月14
日至15日，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到团市
委、市总工会、市妇联、市科协督查指
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作。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重要论述和党的群团工作的重要论
述，认真落实市委和陈敏尔书记要求，
扎实推进主题教育工作，充分发挥桥
梁和纽带作用，不断增强群团组织吸
引力和影响力。

任学锋实地调研了重庆市青少
年新媒体中心、市级产业工会委员
会、重庆巾帼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电
脑报社等，听取了团市委党组、市总
工会党组、市妇联党组、市科协党组
主题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同干部职
工、基层党员就主题教育、群团改革
等工作深入交流。他指出，各群团组
织要紧扣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

性，做到与党同心、与时俱进、与群众
共甘苦，把群团组织建设得更加充满
活力、坚强有力。

任学锋强调，市委高度重视群团工
作，我市各级群团组织要按照中央决策
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深入扎实推进主
题教育工作，持续抓好理论学习，深化、
消化、转化调查研究成果，开好专题民
主生活会，下更大力气抓好整改落实，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要把“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
恒课题，推动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
问题、整改落实常态化。要自觉服从服
务全市工作大局，找准工作结合点和着
力点，深入推进群团改革，进一步增强
群团组织吸引力和影响力，扎实做好引
领、联系、服务群众工作，充分发挥工人
阶级主力军、青年生力军、妇女半边天
作用和人才第一资源作用，以实干实绩
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任学锋赴团市委、市总工会、市妇联、市科协督查
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不断增强群团组织吸引力和影响力

本报讯 （记者 黄乔）8 月 15
日，政法系统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
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强，市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静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高法院院长杨临萍、市检察院检
察长贺恒扬参会。

会上，刘强指出，这次座谈会是按
照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的部署要求，检视问题、查找差距、
抓好整改，深入推进市委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系列部署在政法机关落地落实
的重要举措。他强调，全市各级政法
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和视
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严厉惩治三类
重点涉企违法犯罪，为民营企业创造
安全的社会环境；严格规范涉企执法
司法行为，切实做到“六个坚决防止”，

为民营企业创造公正的法治环境；进
一步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为
民营企业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不断
提升政务服务和法律服务水平，为民
营企业创造优质的服务环境。

李静指出，要提高认识，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环境
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把优化法治环
境作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内容。统战部、工商联要与政法
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
团结引领，提升法律服务水平，用好
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推动营商环境优化。民营企业家
要练好内功，树立尊法学法用法意
识，坚守诚信守法经营之道，共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积极推动“法治民
企”建设。

政法系统服务民营经济发展
座谈会召开

刘强李静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上接1版）依次作对照检查发言，把自
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
去，逐条逐项对照查找差距、检视分析问
题，真正把初心和使命转化为锐意进取、
攻坚克难的自觉行动，达到了预期目的。

会议指出，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
是党中央推动主题教育往心里走、往深
里走、往实里走的一项重要举措，市委
对此高度重视。要把学习党章党规、遵

守党章党规、贯彻党章党规作为终生课
题，做到常学常新、勤学勤用、笃信笃
行，不断增强党的意识、党员意识、纪律
意识，不断提高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
德境界。要坚持深学细照笃行，经常用
党章党规这面镜子、这把尺子照一照自

我、量一量自身，严格规范言行，及时校
正偏差，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会议强调，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四个对照”“四个找一找”的要求，在
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的基础上，精心准
备、认真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针对查

找出来的差距，逐项逐条抓好整改，更
加自觉地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更加自觉地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的政
治责任，更加自觉地做到立学立改、即
知即改，为营造和维护好市人大机关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带好头、尽好责，把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和党中央的
决策部署落实落细到市人大工作的方
方面面。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班子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召开

（上接1版）
会议指出，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

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学
习教育、检视问题的重要内容，是推动
党员领导干部主动检视自我、自觉修正
错误的重要措施。大家要始终把学习
党章党规作为共产党员的第一精神需

求抓紧抓好，坚持深学深悟提高站位，
不断深化思想认识，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兑现市委“三个确保”政治承诺。

要带头贯彻好党章党规，始终刀刃向内
自我革命，进一步深化问题检视、找准
差距短板，突出严实标准、深挖思想根
源，确保问题清单又准又实，问题剖析

又深又透。要做到一鼓作气落地见效，
抓好重点工作，强化建章立制，突出以
上率下，加强示范带动，以主题教育各
方面工作的实绩实效，为各参加单位和
区县政协当好榜样，推动全市政协工作
进一步提质增效。

市政协党组班子成员出席会议。

市政协党组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召开

8月15日，南岸区南涪路改扩建
工程，工人正在生态园立交G匝道拆
除支架。南涪路改扩建工程是重庆市
重点工程，主要任务是将全线长4.63
公里、原 12 米宽的老南涪路，提质上
档为双向8车道加双辅道宽约64米的
城市主干道。目前，工程如期推进，预
计今年底完工。

首席记者 谢智强 通讯员 郭
旭 摄

南涪路改扩建工程
年底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