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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经市
委批准，近日，我市全面启动五届市
委第五轮巡视。本轮巡视共组建 10
个巡视组，采取“一托二”“一托三”方
式，对渝北、长寿（含长寿经开区）、江
津（含江津综合保税区）、万盛经开
区，以及市发展改革委（含市公共资
源交易监管局、市能源局、市综合经
济研究院）、市委教育工委（含市教育
考试院、市教科研究院）、市委农业农
村工委（含市农科院、市畜科院）、市
民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文化旅游
委（含三峡博物馆、红岩联线管理中
心、重庆文艺职院）、市金融监管局、
市供销合作社 8个市级部门单位，重
庆三峡银行、庆铃集团、重庆钢铁集
团、重庆化医集团、重庆机电集团、中
国四联集团、市水务资产公司、重庆
交通开投集团、重庆渝富集团、重庆
交运集团、市农投集团、重庆投资咨
询集团 12家市管企业党组织开展为

期两个半月的常规巡视。巡视期间，
同步开展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
情况、选人用人情况和区委巡察工作
情况专项检查。

截至10月 8日，市委各巡视组已
全部完成 24个被巡视单位的巡视进
驻。

近日，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了巡视
工作动员会。会前，市委巡视组组长向
被巡视区、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传达
了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听取五届市委第四
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了
有关工作安排。会上，市委巡视组组长
作了动员讲话，对做好巡视工作提出要
求。被巡视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主持
会议并作表态讲话。

本轮巡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坚守深化政治
巡视定位，全面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

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强化政治监督。按照

“六围绕一加强”和“五个持续”总体要
求，对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党章党规党纪，
对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对照被巡视单位的职能职
责，深入查找政治偏差，重点监督检查
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情况，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
署情况，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情
况，落实巡视、审计、主题教育和对中
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国家
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指出的问题、市脱
贫攻坚专项督查巡查问题整改情况，
督促被巡视党组织践行初心使命、履
行职能责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
贯彻落实“两点”定位、“两地”“两高”
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

治生态的要求，切实为把习近平总书
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
提供坚强纪律保证。

市委巡视组巡视期间，畅通信访
反映渠道，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区、单
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其他市
管干部、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
负责人及其他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
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
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
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
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范
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转被巡视
区、单位和有关部门认真处理。巡视
期间，市委各巡视组设置了专门的联
系电话、电子邮箱和邮政信箱，方便
广大干部职工和社会各界反映情况。
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统一截止到2019
年12月20日。

五届市委第五轮巡视进驻情况一览
表如下。

五届市委第五轮巡视全部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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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市委第一巡视组

市委第二巡视组

市委第三巡视组

市委第四巡视组

市委第五巡视组

市委第六巡视组

市委第七巡视组

市委第八巡视组

市委第九巡视组

市委第十巡视组

被巡视区县、单位党组织

江津区（含江津综合保税区）

万盛经开区

重庆交运集团党委

市农投集团党委

重庆投资咨询集团党委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党委

重庆渝富集团党委

重庆三峡银行党委

市发展改革委党组（含市公共资
源交易监管局、市能源局、市综合
经济研究院）

市金融监管局党组

渝北区

长寿区（含长寿经开区）

市委农业农村工委（含市农科院、
市畜科院）

市供销合作社党委

重庆化医集团党委

重庆机电集团党委

中国四联集团党委

庆铃集团党委

重庆钢铁集团党委

市水务资产公司党委

市文化旅游委党委（含三峡博物
馆、红岩联线管理中心、重庆文艺
职院）

市民政局党组

市委教育工委（含市教育考试院、
市教科研究院）

市人力社保局党组

组 长

文 玲

周瑜泉

钟 勇

肖光明

朱 红

易良武

涂放姑

伍立新

程 曙

张晓春

副组长

彭 戈
黄 云

徐 彬
王鹏斌

肖 锋
孙光焰

金国雄
余 建

况才曦
邱文伟

何雄东
杨 涛

蔡建国
李嘉荣

毛 缨
满加雄

赵 祺
邓 芝

陈忠于
卢 桃

巡视动员时间

9月26日

9月25日

9月25日

9月25日

9月26日

9月26日

9月29日

9月26日

9月26日

9月26日

9月27日

9月27日

9月29日

9月29日

9月25日

9月29日

9月25日

9月26日

9月26日

9月25日

9月27日

9月26日

9月25日

9月26日

联系电话

023-47681411
15123000332

023-48266099
15123000331

15123000335

15123000337

15123000338

15123000340

15123000339

15123000342

15123000341

15123000343

15123000344

023-63109890
15123000345

15123000347

023-67620177
15123000346

15123000348

15123000349

电子邮箱

swxsz1@cq.gov.cn

swxsz2@cq.gov.cn

swxsz3@cq.gov.cn

swxsz4@cq.gov.cn

swxsz5@cq.gov.cn

swxsz6@cq.gov.cn

swxsz7@cq.gov.cn

swxsz8@cq.gov.cn

swxsz9@cq.gov.cn

swxsz10@cq.gov.cn

邮政信箱地址

重庆市A025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24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27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40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26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28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45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46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29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30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31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41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32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33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34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47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42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43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44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39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35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37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38号邮政信箱

重庆市A036号邮政信箱

本报讯 重庆市江北区原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古开庆同志，因病于
2019年10月7日逝世，享年87岁。

古开庆同志系重庆江津人，
1953年4月参加工作，1955年3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古开庆同志逝世

新华社澳门 10 月 7 日电 （记者
郭鑫 胡瑶）在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来
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6日给澳
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的30
位老人回信，向他们表示亲切问候和勉
励，并祝全国的老人们健康长寿、生活
幸福。

习近平主席饱含深情的回信，在澳
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的老
人中间，在澳门养老、社服领域以及社
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他们感谢习主
席对澳门老年人的关怀和祝福，表示一
定多向澳门青年讲好回归前后的故事，
把爱国爱澳精神传承好，继续做好澳门
养老、社服工作，把好的经验、做法推广
到粤港澳大湾区。

澳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成立于
2007年，是一家专业的老年人服务机
构。2009年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
平视察澳门期间，曾到中心亲切看望。

“今年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澳
门回归20周年，我们都很想念习主席，
就提议给习主席写封信。提议之后就
起稿，起稿之后就找代笔，我很幸运就
成为代笔了。”颐骏中心书法老师马腾
开心地说。

马腾说，读了习主席的回信感受
很深，因为这10年澳门发生了沧桑巨
变，祖国好，澳门更好，祖国强，澳门更
强，所以要更加努力去做好。澳门的
老人非常幸福，医疗、养老都有补贴，
住房也有保障。“我们要把爱国爱澳的
精神传下去，祖国这70年的发展真的
不简单，一定要让年轻人都知道，都清
楚。”

指着10年前习近平到颐骏中心看
望老人的照片，当时在现场的陈雨莲老
人激动地说：“10年过去了，我们又想起
给习主席写信，没想到这么快就收到习
主席的回信，真的非常激动，非常开

心。”她介绍：“习主席要我们把爱国爱
澳的精神传承下去，我们要以身作则，
我的孙女那辈也在澳门做义工积极为
社会服务。”

澳门街坊总会是历史悠久的爱国
爱澳社团，也是澳门最大的社会服务提
供者，有“澳门最大的居委会”之称。街
坊总会理事长吴小丽说，今天是重阳
节，迎来了习主席的回信，特别有意
义。习主席关心关怀澳门长者，惦记着
澳门的长者，大家心情特别激动，非常
感谢习主席回信。

颐骏中心的义工都在45岁以上，
大部分是60岁以上的退休老人。吴小
丽说，这些长者差不多每天都过来参与
义务工作，关怀、探望和慰问社会上有
需要的人士，参与不同的社会事务，所
以他们活得特别开心，很充实，很幸福，
也很感恩澳门今天平稳的生活，而这些
离不开中央给我们的支持。

吴小丽表示，澳门街坊总会将继续
做好长者服务和社会服务工作。习主
席在信中也提到要参与好大湾区的发
展，街坊总会去年底在中山市成立了办
事处，在横琴设立的综合服务中心下个
月也将开幕，目的就是既为澳门的老人
提供服务，也把澳门在社服、养老工作
中好的理念、做法带到大湾区，共同做
好社会服务工作，为国家贡献我们的力
量。

收到回信后，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
世安代表特区政府由衷感谢习主席的
关心。他表示，习主席的回信情真意
切、语重心长，不仅是对澳门街坊总会
颐骏长者义工组全体成员的问候，更重
要的是体现了国家领导人和中央政府
对澳门广大长者居民的关爱。回信高
度肯定澳门居民的爱国爱澳情怀，也对
爱国爱澳事业的传承和发扬提出了殷
切期望，对广大居民而言，是巨大的信

任和鼓舞！
澳门特区候任行政长官贺一诚表

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伟
大成就及澳门回归20年“一国两制”取
得的丰硕成果，不仅为全澳居民所见
证与参与，更为自己作为中国人感到
由衷骄傲。经历过此历史转变年代的
澳门人，有责任按习主席的希望，多向
澳门青年讲回归前后的变化，让青年
了解来之不易的“一国两制”实践所走
过之路，鼓励青年把爱国爱澳精神传
承好。

负责社服养老等事务的澳门特区
政府社会工作局对收到习主席回信深
受鼓舞，表示将继续与民间机构及全民
社会共同努力，为长者营造更佳的养老
环境，支持他们实现老有所为的生活愿
景。

澳门社会服务领域的人士也热议
习主席的回信。澳门工会联合总会理

事长梁伟峰表示，习主席的回信饱含
对澳门长者、澳门同胞的真挚感情，是
对“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充分
肯定，充满对建设好澳门的殷切期待，
我们深受鼓舞、激励。传承好爱国爱
澳精神，必须讲好国家沧桑巨变的故
事，讲好澳门飞速发展的故事，坚持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建设者本色，
团结好、服务好澳门广大劳动者，在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中书写澳门新的美好
篇章。

澳门妇女联合总会理事长林婉妹
说，习主席的回信体现了国家对澳门的
关心、中央对特区的厚爱、国家领导人
对澳门长者和澳门同胞的真情。“老有
所养、老有所属、老有所为”是建设澳门
和谐美好家园的重要内容，长幼和乐、
薪火相传是建设更加美好澳门的重要
保障。

澳门回归祖国以来，特区政府通过
与民间机构合作，共同构建了“老有所
养、老有所属、老有所为”的共融社会，
澳门目前共有86家机构（项目）为长者
提供社区、家居照顾及支援、日间护理、
紧急呼援等专业服务，全部由爱国社团
等社会机构负责运营，背后还有一支由
不同年龄和背景人士组成的义工队伍
作为支撑，使长者们得到适切的关怀和
照顾，营造了爱老、敬老、护老的社会氛
围。

讲好回归前后故事 传承好爱国爱澳精神
——习近平主席回信问候勉励澳门退休老人在澳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上接1版）
今年，浙江正凯集团在浙涪友谊

学校设立教育基金800万元，每年用
40万元的增值收益奖励优秀教师和
学生，帮扶贫困教职工和学生。杭州
市政府也捐款200万元，用于学校教
学设备添置和校园环境改造。

在浙江省的倾情帮助下，浙涪
友谊学校校园占地面积由原来的
4.3亩提升至50亩，办学规模由原来
的1215人提升至3452人，教学质量
也大幅提升。“近两年学校新建了科
技楼，增添了多媒体设备。通过交
流学习，教师的教学水平也有了很
大提高。”校长周杰介绍，如今学校
教学质量在全区位居前列，还先后
荣获全国科普调查体验活动优秀活
动示范单位、重庆市最佳文明单位、
重庆市家长学校示范校等100余项
荣誉称号。

不仅仅是浙涪友谊学校，在万州，
浙江省宁波市还援建了万州第一中
学，解决了众多贫困移民家庭子女的
入学问题。此外，今年台州市路桥区、
湖州市长兴县的12所学校还分别“一
对一”结对帮扶涪陵12所学校，涵盖
职业中学、普通中学、小学、幼儿园等，
实现了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共享。

输血与造血并重
经贸合作结出硕果

要实现移民逐步能致富这一最终
目标，产业发展是重点。

多年来，浙江省坚持输血与造血
并重，大力推动与涪陵、万州地区的产
业项目和经贸合作，积极促成浙江重
点企业、重大项目落户，增强涪陵、万
州产业发展的造血能力。

其中不得不提到娃哈哈集团在涪
陵的落户。涪陵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1994年，涪陵糖果厂、涪陵罐头食品
厂、涪陵酒厂三家国有企业（三峡工程
淹没搬迁企业）经营举步维艰，职工每
月仅能拿到几十元生活补助。后经浙
江省牵线搭桥，娃哈哈集团采取“移民
任务与移民资金总承包”的方式，兼并

三家特困淹没企业，组建了娃哈哈涪
陵分公司，包干安置移民1300余人。
公司成立后，产量、销售及利税实现持
续快速增长，成为“三峡库区对口支援
的典范”。

此后，在双方的积极推动下，涪陵
区先后成功引进华峰集团、国盛基业、
万丰奥威、正凯集团等一批品牌浙商
落户，不仅解决了大量移民就业，更为
涪陵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活力和
强劲动力。

“为响应对口支援号召，以及考虑
到重庆的区位优势，我们正凯集团去
年在涪陵成立了万凯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目前正在进行一期建设，预计明
年一季度可投产。”万凯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陆江锋介绍，公司专
注于PET高分子新材料生产，两期项
目全部投产后，可年产食品级PET高
分子新材料120万吨，产值超100亿
元。

陆江锋说，公司成立后，市区两级
政府高度重视，每月督促推进项目建
设，每周召开项目协调推进会，各级部
门也积极联系对接，帮助解决各种难
题。

在万州，宁波市则安排财政援助
资金2350万元，帮助万州区建设美丽
乡村项目21个，其中援建的燕山杨梅
基地去年产量达12万斤，实现产值
350多万元，带动了该村75户贫困家
庭脱贫。

随着浙江与涪陵、万州两区的经
贸合作不断深入，双方人才交流也愈
发频繁。27年来，浙江省累计接收
涪陵、万州两区挂职干部585人、培
训人才6500余人、劳务输出3万多
人次。通过帮助移民掌握实用技术
和操作技能，增加就业机会；通过组
织农村致富带头人和重点专业大户
赴对口地区考察学习，进一步帮助库
区干部群众拓宽视野，开阔思路。如
2010年，浙江省就出资1000万元帮
助援建“浙涪移民就业实训中心”，该
中心每年可培训移民、新增劳动力及
下岗职工10000人，就业率达80%以
上。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深情厚谊！”

（上接1版）
近年来，重庆十分注重全域化发展，

做出亮点，做强特色，做深内涵，把景区
连成线路，把珍珠串成项链，提升旅游的
文化底蕴和特色魅力。

这个国庆假期，“美得无话可说”的
巴渝大地交出了全域成绩单——精品景
区接待稳步上升，缙云山-北温泉旅游
度假区接待游客逾30万人次，特色温泉
酒店平均客房入住率高达98%。武隆
喀斯特旅游区接待游客40.56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3322.6万元。乐和乐都
接待游客11.6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644.3万元。涪陵美心红酒小镇接待
游客45万人次（同比增长约50%），实现
旅游收入900万元。

随着我市美丽乡村建设深入推进，

乡村旅游同样呈现出红红火火的良好局
面。北碚精品民宿入住率几乎达到
100%，金刀峡乡村旅游片区接待游客
3.7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100%。巴南
云篆山乡村旅游片区接待游客11.99万
人次，同比增长10.4%。南川生态大观
园接待游客 15.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85%。忠县石宝寨景区接待游客
2.96万人次，同比增长8.82%。巫溪红
池坝景区接待游客7.81万人次，同比增
长16.3%。

全市红色景区景点也表现强劲，20
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以及市级评定

授牌的红色旅游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
85.63万人次。

文旅融合
文博、演艺市场成为新亮点

如果说，都市旅游是重庆的强磁场，
文旅融合则是这个假期的新亮点，释放
出了完美的消费潜力。

在文博场馆方面，全市加大文化旅
游融合力度，推出了一批高质量高水准
的演艺节目、展览活动和驻场演出等，深
受游客和市民欢迎。国庆期间，全市文

博场馆举办专题展览29个。其中，重庆
自然博物馆举办大熊猫的化妆舞会、制
作3D地球仪、3D恐龙纸雕等系列主题
活动。北碚美术馆举办了“祖国颂——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书画作品展”、
重庆工业博物馆举办了“大轧市集”主题
系列活动等，吸引了大量“粉丝”。

在演艺方面，全市文艺院团和各大
剧院共推出演出活动35场。其中，国际
马戏城推出的《魔幻之都——极限快乐
SHOW》场场火爆，上座率达90%以上。

在非遗展演上，全市500余名市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各地非遗展演、
宣传活动390场次，服务市民游客230
万人次。保护好利用好人文宝贝，让传
统文化“活”在当下，巴渝文化正在迸发
强大的文化向心力和吸引力。

国庆假期重庆接待游客3859.61万人次

涪陵区双溪安置移民小区里的双溪公园已成为居民休闲的好去处。
记者 栗园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