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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委书记说

巫山牢牢把握“守初心、
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总
要求，将学习教育、调查研
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
主题教育全过程，确保全县
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我们以“生态优先 绿色
发展”作为主题教育的重要抓
手，编制了自然保护地总体规
划，划定耕地、林地、森林三条
红线，并对石漠化等地质灾害
进行了有效整治，加强生态环
境修复。针对群众反映强烈
的码头污染问题，我们成立了

以县领导为组长的专项整治
小组，先后关停拆除了24座对
所属区域水质造成严重污染
的长江干支流码头，年清理水
域垃圾2万余吨，让一度遭受
破坏的岸线资源焕发生机。
在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
障的同时，我们还不断壮大生
态经济，通过做大做强生态旅
游、生态农业、生态康养，构建
起绿色发展导向下的高质量
生态产业体系，努力把巫山建
设成为三峡库区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示范县。

巫山县委书记李春奎：

高校书记说

在主题教育中，我们聚焦
主线，指导学生党员创办理论
宣讲社团“蜜蜂研习社”，通过
演讲、相声、小品、诗歌朗诵
等多种形式宣讲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我们还注重抓实抓细整
改落实，如我们解决院系党
总支专职组织员配备、教职
工住房装修改造等实际问题
15 个，形成校领导联系学生

制度、学生园区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等长效机制6个，调研
成果转化初见成效。

我们还发挥学科专业特
色，着力为民服务解难题。如
工商学院教工党支部与学校
所在地草街街道机关党支部
联合，开展金融知识下乡志愿
服务活动，为老百姓面对面讲
解防范金融诈骗知识，让主题
教育成果惠及民生。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党委书记张卫平：

基层书记说

过去，镇里没有专用停车
场，车辆临街随意乱停；场镇
缺乏正规农贸市场，群众赶
场、摆摊占用道路；绕场镇而
过的平滩河存在绿化设施不
配套等问题。这些事关未来
发展且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
正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之一。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
们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制定
了重点工作、民生实事问题
清单，并逐项整改落实。现

在，洋海村农贸市场已投用，
结束了场镇无大型农贸市场
的历史。我们还广泛收集群
众建议，在洋海村农贸市场、
北街、九龙街规划了3处停车
场，目前场镇停车位已超过
500个。我们新建了沿河休闲
公路、人行步道等，并补植了
景观树木及草坪，美化了平滩
河及其周边环境。同时，我们
对场镇未来发展进行了规划，
并建立起长效推进机制。

铜梁区平滩镇党委书记马良媛：

群众说

智能手机的普及，让老年
人也可以方便地交电话费、购
物、看视频，不过，手机上有各
种网络陷阱和诈骗活动，让老
年人防不胜防。所以，对于智能
手机，我们想用又不敢大胆用。

在十八梯社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意见
征求会上，我反映了老年人使
用手机存在安全风险的情
况。令我没想到的是，没过多
久，我们区就组织开展了网络

安全宣传系列活动。警察专
门来给我们老年人上了课，从
典型网络诈骗和网络陷阱案
例着手，给我们总结了一些
防诈骗经验，并指导我们如
何规范下载、安装软件，避免
不安全的使用行为。经过这
一系列活动，我们对于手机
上网不再恐惧了，可以放心
地在网上购物了。社区干部
将我们群众的需求放在心
上，给我们办了大实事。

渝中区南纪门街道十八梯社区居民周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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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一位伟大的开国元勋
逝世，当时中共中央的悼词称他“在重大
的历史转折关头，敢于挺身而出，毫不犹
豫地做出正确的决断”。

“这位开国元勋就是叶剑英。”重庆
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原主任厉华
说，大家都知道他在军事上所取得的成
就，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叶剑英其实和
重庆也颇有渊源。

突如其来的刁难

时光回溯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
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
介石精心策划，在重庆召开全国参谋长
会议，制造舆论，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第
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3月初，八路军（也就是十八
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接到了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召开军以上参谋长会议的通
知。”厉华介绍，3月4日，参谋长会议在军
委会礼堂举行。但在蒋介石的操纵下，会
议变成了指责八路军“罪行”的声讨会。

史料记载，会议一开始，蒋介石便大
骂共产党和十八集团军。蒋介石训示
道：“诸位，你们都是参谋长，去冬以来，
攻势作战真是一塌糊涂，让敌人笑话！
今天开会的唯一宗旨就是检讨。我历来
讲，统一军令，严肃军纪，方能克敌制
胜。然而，有人公然不听军令，划地称
王，拥兵自重，游而不击，摩擦不断……
不是袭击友军，就是包庇叛军，此种破坏
抗战的行为，能不检讨，能不严惩吗？”

“蒋介石一点火，也让一些早有准备
的‘参谋长’们纷纷跳出来火上浇油。”厉
华介绍，天水行营参谋处处长盛文立即
起身发言，说第二战区之所以没有完成
冬季作战的任务，是因为山西新军叛变，
十八集团军公开掩护叛军，袭击友军，不
让友军与民众接近，因此作战困难；冀察
战区没有完成作战任务，也是因为十八

集团军屡次袭击鹿钟麟、石友三等部，给
日军以“扫荡”的机会。随后，按预定计
划，第二、第八等战区及集团军的参谋长
楚溪春、黄百韬等国民党将领也开始连
珠炮似地对十八集团军进行大肆攻击诽
谤，并罗列了袭击友军、破坏政权、强征
粮食、滥发钞票等所谓的“罪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蒋介石召开这
个会议的目的，就是要用车轮战往共产
党和八路军身上泼污水。”厉华说，叶剑
英如果不能在此次会议中进行有理有据
的反驳，那么国民党就可以堂而皇之地
以此为由掀起反共高潮。

有理有据驳斥谣言

“面对国民党将领的刁难，会场上具
有民族正义感的将领，都暗暗替叶剑英
着急。”厉华说，但叶剑英本人对此却毫
不在意，反而不时用笔记录着什么。

叶剑英为何会如此淡定？原来，叶
剑英在会前就预料到国民党方面会对共
产党和八路军进行攻击，他和有关人员
一起搜集资料，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会
前做了认真充分的准备，并通过各种途
径了解到蒋介石的企图和各有关战区、
集团军与会人员的动态，并明确了这次
会议上共产党的态度是拥蒋抗日，反对
摩擦，一切以抗战、团结、进步的大局为
重，充分摆事实，讲道理，晓以大义，争取
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粉碎国民党顽固
派的阴谋诡计。

“因此，会上针对国民党诸将领充满
敌意的发言，叶剑英没有急于申辩，而是
冷静地做好记录。散会后，他和南方局

的同志一起，将原已准备好的发言稿又
作了修改和补充，为正面交锋做好准
备。”厉华说。

“现在我来说说我的观点。”1940年
3月8日，身着黄呢军服，佩带中将领章的
叶剑英缓缓地站了起来，看到他要发言，
整个会场都安静下来。

“委员长，我先报告我十八集团军的
作战情况。我军一贯执行统帅部和委员
长的抗战命令，在华北敌后团结广大军
民，抗击敌军，艰苦奋战，成绩卓著。”伴
随着叶剑英的发言，整个会场的气氛为
之一变。

“叶剑英在之后的发言中，首先从华
北战场入手，分析华北战场的敌我态势，
介绍了我军的战略战术，以及若干具体战
役和战果。”厉华说，叶剑英讲得条理分
明，形象生动，更举出具体数据加以证明，
使在场不少将领耳目一新，为之一振。

看到大家的反应，叶剑英顺势抛出
一个重磅“消息”：“说到去冬作战攻势，
接到统帅部命令时，正值敌军对晋察冀
军区进行‘大扫荡’。在进行反扫荡的同
时，我军仍紧急抽调15万兵力完成了统
帅部分配的任务。战果如何？军委会印
过一份战报分发各部队，诸位想必已看
到：正是我军在去冬涞源之役中，击毙了
日寇‘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这里，
我不妨念一段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请大
家注意他们的措辞。共同社说：日军将
士莫不切齿痛恨，立誓尽歼共军，以飨阿
部中将之英灵。请听，他们是‘切齿痛
恨’啊！‘立誓尽歼共军’啊！”

“叶剑英的发言引发了诸多参会将

领的共鸣，一时间议论感慨之声不断，关
于我军‘拥兵自重’‘游而不击’的谎言也
不攻自破。”厉华说。

反客为主赢得支持

“在那场会议上，叶剑英不仅驳斥了
国民党的谣言，还为我党赢得了不少国
民党上层人士的支持。”厉华说。

原来，在列举完八路军在华北战场
上取得的战果后，叶剑英话锋一转，对蒋
介石说：“委员长讲话提到‘摩擦不断’，
这是事实。军中确实有人热心搞摩擦，
但指责我十八集团军搞摩擦则是颠倒黑
白，混淆视听，必须加以澄清，以明是非，
以清责任。摩擦只是一个现象，实质是
某些人把我们十八集团军和许多抗日武
装视为‘异军’，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
后快……大敌当前，必须以大局为重，谁
干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都不应得到
宽容。我们十分拥护委座严肃军纪，彻
查此事，对制造摩擦者不能姑息迁就。”

“听到叶剑英的发言，蒋介石的脸色
完全变了。”厉华说，由于会前曾规定每
个战区集团军参谋长的发言不超过30分
钟，蒋介石就想以此为理由来阻止叶剑
英的发言，没想到叶剑英大声地说：“委
座，我还没有讲完！”蒋介石也只好让他
继续讲下去。

“在随后的讲话中，叶剑英还就正确
解决摩擦问题从政治和战略上提出四个
原则。”厉华说，这四个原则分别是：提出
摩擦问题的目的应是求得以正确的方法
消除摩擦，而不是扩大摩擦；解决摩擦问
题时不应仅仅从武装冲突这个角度看待，
而应充分考虑到产生这种现象的政治、战
略原因；把十八集团军当作异军看待，这是
许多摩擦产生的根源；抗战中民族矛盾是
第一位的大问题，摩擦则是从属的，决不
能有意把局部摩擦扩大为全面内战。

“叶剑英在此次军事会议上的发言，
不仅争取到许多国民党爱国将领对我党
我军的了解和同情，还有力地驳斥了所谓
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袭击友军等论调，
粉碎了蒋介石欲借冬季攻势不力，加罪于
十八集团军进而向十八集团军发动大规
模军事进攻的阴谋。”厉华说，正因为此，
董必武在听到这一消息后，曾赞叹道：古
有诸葛孔明只身赴东吴，舌战群儒，流芳
千古；今有叶剑英只身赴参谋长会议，舌
战群儒，可谓异曲同工，英雄本色。

叶剑英：舌战群儒展风采

本报讯 （记者 王亚
同 通讯员 曾晓隆）11月
1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北碚
区获悉，该区推行政务审批

“一窗式”改革，开办企业两天
即可完成审批，不仅大大缩短
了企业开办时间，还能实现一
窗办多事、办成事。

“只要在一个综合窗口提
交材料，其余环节都由工作人
员全程代办，两天即可完成办
理。”因开办餐饮公司前来北
碚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营业
执照的市民吴忆华说，以前开
办公司，从工商注册到公章刻
制，要在工商、税务、刻章公司
来回跑，一般要耗时很久。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开展后，该区
通过电话回访、意见收集会、
现场问卷等方式，广泛收集群
众意见、建议。经过系统意见
收集和梳理汇总，北碚区政
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发现：办
事群众对压缩行政审批服务
时限、提高审批效率诉求强
烈，对服务态度反映也较为
集中。为此，北碚区决定加
快改革进度。今年7月，北碚
区正式启动了“一窗式”改革，
整合各单位审批事项、清理系
统更换设备、编制“一件事情”
清单……今年9月底，该区政
务服务中心正式运行“一窗

式”服务模式。
北碚区政务服务管理办

公室副主任郑定学介绍，改革
后，办事大厅划分为企业开
办、工程建设项目、民生综合3
个服务区，设27个综合窗口，
取代了过去各部门设立的41
个窗口。“一窗式”改革成效最
明显的是企业开办事项的缩
减，在企业开办综合窗口，群
众一次性提交办理执照、发票
申请、刻章材料，部门内部流
转，在2个工作日内办结。

一窗办多事，高效便捷，规
范热情，这是最近到北碚区政
务服务中心办事群众的普遍感
受。“过去经常被办事流程、材
料等搞懵圈，来回跑了很多冤
枉路，现在都是让数据跑路，
节省了大量时间。”刚刚办完
手头事情的市民易登辉介绍，
当地“一窗式”改革更侧重从
流程上引导，如果办事人流程
不熟悉、材料不齐备，综合窗
口的工作人员都会帮着想办
法，从不推诿扯皮甩脸子。

按照市里相关要求，北碚
区今年底前将实现审批服务
事项“一窗综合受理”达到
80%。同时，该区还正在大力
推进街镇“一窗式”改革，坚持
区镇两级“一窗式”改革一步
到位，力争11月底前实现区
镇两级全覆盖。

北碚推进政务审批“一窗式”改革
开办企业两天即可完成审批

□本报记者 黄琪奥
通讯员 廖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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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2 日，綦江区安稳镇松藻社
区，党代表、人大代表和居民围坐在一
起，开展“两代表”进矿区联系服务群众
集中接访活动。据了解，该镇围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充分发挥代
表主体作用，党代表、人大代表分组深入
矿区，通过电话约访、单独走访、集中接
访、固定联系等方式联系群众，了解群众
实际困难，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
题。 特约摄影 陈星宇

“两代表”进矿区
听民意解难题

□本报记者 李珩

掉头、盘旋、着陆……近日，一辆直升
机降落在市急救医疗中心顶楼的停机坪
上，一名脑干出血的病人由南川紧急送到
重庆主城，用时仅30分钟。该直升机正
是重庆的“空中120”，实现了空中、陆地
120无缝连接。

重庆“空中120”的设立与市卫生健
康委卫生应急办主任幸奠国的努力分不
开。为救援生命，45岁的幸奠国时刻待
命，随时准备出发。汶川地震、芦山地震、
尼泊尔地震，都有幸奠国现场救援的身
影。为建设国内一流水准的应急队伍，他
四处奔波，他总说：“和其他工作不同，生
命救援没有99分，失去1分都等于0分。”

四处奔走，助力重庆医学
救援达到国内一流水准

幸奠国和卫生应急已经打了18年的
交道。说起应急救援，幸奠国有些感慨地
说：“一腔热血是无法拯救生命的，必须要
有精良的装备和充足的应急力量。”

近年来，卫生应急体系建设被纳入重

要议程，然而应急装备建设却没有先例借
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幸奠国组织人员
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向部队取经，邀请
专家和医护人员展开论证，无数次地与生
产厂家进行沟通、改良设计。

“以通讯指挥车为例，连安全带的位
置都是经过反复改动的。”幸奠国说，通讯
指挥车要在卫生应急中保证通讯指挥功
能，座椅底下就是蓄电池，一是要考虑蓄
电池安全性问题，二是要考虑人员在车辆
行进过程中的安全问题。人员安全带如
何设置？经过几次修改，最后他们想了一
个办法，在车侧壁加了一块钢梁，把安全
带固定在上面。

如今，重庆已建成由卫星通讯指挥
车、医疗救援车以及帐篷构成的移动医
院，每天可救治300多位病人，完成20台
手术，达到了二级医院的水平。一旦有地
震发生，震后4小时就可集结队伍出发，1
天之内移动医院能替换受灾医院收治伤
员，能为救援队员提供热水热饭，净水车
不仅能保障自身生活用水，还可24小时
不间断为周边群众提供安全的生活饮用
水，标志着重庆的医学救援达到了国内一
流水准。

手机24小时不关机，随时
准备救援

在幸奠国办公室的柜子里，放着两个

大背包，约三四十斤的重量，背包里面有
雨具、洗漱包、应急食品、特质绳索、灯具
等物品。

“时间就是生命，所以要缩短应急反
应时间，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我们拎着
包就能出发。”幸奠国的手机24小时不关
机，随时待命。

当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后，我国派
出中国政府医疗队给予支援。作为第二
支中国政府医疗队的一员，幸奠国参与了
队伍组建、现场救援的全过程。

抵达尼泊尔后，反复无常的天气给
救援带来很大难度。幸奠国说，一天如
同四季，中午太阳暴晒，温度达四五十
度，下午下大雨，到了晚上，气温急剧下
降，只有几度。伴着余震，医疗队迅速展
开救援。

有一天中午，当幸奠国正与同伴在一
个钢铁焊接搭建的大棚里讨论协调联络
情况时，突然听到“砰”的一声炸响，然后
就感觉地动山摇，大棚“咔咔”作响，悬挂
的灯都被甩到顶棚上去了。

“不好，是地震！”幸奠国赶紧跑出大
棚，“感觉地在上下鼓动，就像踩在软软的
面包上，第一次和地震离得那么近。”

事后回想起来，幸奠国也会后怕，但
他却从未退缩：“脑子里想的是我还能为
卫生应急做什么，哪些方面能做得更好，
能为拯救生命做哪些努力。”

构建水陆空立体救援体系，
让生命救援再快一些

在幸奠国看来，和其他工作不同，生
命救援没有99分，失去1分都等于0分。

幸奠国举了一个例子：巫山县培石乡
一位村民因翻车事故身受重伤，在救护车
送往县医院近4小时的路途中，因腹腔脏
器破裂出血死亡。培石乡地处长江边，其
实走水路到县城只需要50分钟。

“如果我们有一艘医疗救援船，或者
有一架直升机，这条生命或许就能被挽
回。”幸奠国说，从那以后，卫生健康部门
开始着手构建水上和空中卫生应急救援
系统。

2018年1月，“空中120”在重庆首次
执行直升机救援任务，搭载病人从长寿直
升机临时起降点飞往重庆市急救医疗中
心停机坪。30分钟后，搭载着患者的直
升机平稳地降落在市急救医疗中心顶楼
的停机坪上，早已等候在旁的医护人员们
立即对患者进行评估和处置，随后紧急将
病人送往重医附一院进行治疗。

此 次 执 飞 救 援 任 务 的 是 金 汇
AW109SP专业医疗型直升机，机上配置
了通过适航认证的呼吸机、除颤监护仪、
注射泵、吸引器等医疗设备，在空中就能
进行紧急救护。与此同时，第一艘自行设
计打造的医疗救援艇也驶入三峡库区。

幸奠国自豪地表示，重庆在全国率先
构建起立体医学救援体系，将陆地2小时
的转院，缩短到空中15分钟；陆地5小时
的救援，缩短到水上30分钟。“我们一次
次跑赢时间，就能一次次从死神手里夺回
生命！”

市卫生健康委卫生应急办主任幸奠国：

“一次次跑赢时间，就能一次次从死神手里夺回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