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7月2日 星期五
编辑 王濛昀 主编 隆 梅

美编 乔 宇

13

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区县引起热烈反响

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
辉历程，展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传遍巴渝大地，重庆
市各区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心潮澎拜，激动万
分。大家纷纷表示，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
发扬光大。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牢记初心使命，坚
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
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
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主城都市区
推进产业升级引领区、科技创新策

源地、改革开放试验田、高品质生活宜居
区建设

主城都市区是重庆重点发展的优势区域，是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
引擎之一。

7月1日，渝中、大渡口、江北、沙坪坝、九龙坡、
南岸、北碚、渝北、巴南、涪陵、长寿、江津、合川、永
川、南川、綦江、大足、璧山、铜梁、潼南、荣昌，以及两
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的广大党员干部在
收看了大会后纷纷表示，将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推
进主城都市区产业升级引领区、科技创新策源地、改
革开放试验田、高品质生活宜居区的加快建设。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而
渝中是一片红色的土地，红色基因已深深融入城市
血脉。”渝中区委书记黄玉林称，渝中区将不断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在壮大产业实力、城市有机更新、“人
文渝中”建设上拿出实干实绩、展现硬核担当。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
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
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这句话让我们倍感振奋！”渝北区委书记唐川
表示，全区上下将聚力推进“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和农村“双十万工程”，全力抓好“十项重大工程”和

“三大功能平台”等重点工作，加快建设现代产业集
聚区、协同创新引领区、内陆开放先行区、城乡融合
示范区。

南川区委书记丁中平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发出
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宣言书，南川立足
同城化发展先行区功能定位，将“守”好一方绿水青
山，持续做大生态家底；“转”出一片金山银山，加快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培育壮大生态康养、生态农
业、先进制造业等特色优势产业。

巴南区委书记辛国荣称，将按照“金篮子要装金
鸡蛋，要继续做好产业提档升级文章”新要求，推动
以重庆国际生物城大健康产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扩能提质，加快构建创新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
产业高地和高品质生活生态新城。

涪陵高新区常务副主任彭豪说，接下来要走好
“科创+”“绿色+”产业路子，全力建好“一区”（国家
级高新区）、“一镇”（慧谷湖科创小镇）、“一园”（人工
智能与数字经济产业园），打造生命健康产业高地、
绿色智慧科创新区。

南滨路建设发展中心负责人张鹏说，南滨路将
围绕长嘉汇城市会客厅、广阳岛智创生态城建设，治

理提升“两江四岸”核心区，把南滨路打造成为更国
际化、更人文化、更智能化、更绿色化的百里城市滨
江黄金国际旅游岸线。

沙坪坝区重庆立信职教中心党员教师杨明月
称，将与学生一起践行“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
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培养更多高素质技
能技术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
搏、不懈奋斗。

“我们靠的就是一个拼劲儿！”大足石刻文创园
是一个新兴园区，两年来引进企业143个，投资总额
160亿元。大足区三驱镇党委书记、大足石刻文创园
管委会主任尹道勇说，下一步要努力打造“有产值、
有颜值、有价值”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西部（重庆）科学城江津园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
王凯也表示，将继续奋斗，加快建设西部（重庆）科学
城南部科创中心、商贸中心，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和高
品质生活宜居地，倾心倾力建设一座宜创、宜业、宜
居、宜学、宜游，国际化、绿色化、智慧化、人文化、现
代化的大美城市。

潼南区则将携手大足、四川安岳共同建设中国
柠檬产业区，联合遂宁、绵阳等地沿涪江流域打造渝
遂绵优质蔬菜产业带。该区农业农村委主任胡广建
表示，要力争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
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
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永川区胜利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具荣海说，习近平
总书记这句话让他感悟很深，回想推进老旧小区改
造提升过程中走过的路和发生的变化，他深切感悟
到，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才能组织群众、
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

对此，綦江区三角镇中坝村乡村振兴第一书记
钟萍方表示，要以村民小事为我大事，打造一支“永
远不走”的工作队，围绕群众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
住行育养医，绘就中坝村乡村振兴新画卷。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
切实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
美丽。

在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万州、开州、云阳、忠
县、丰都、垫江、梁平、奉节、巫山、巫溪、城口等区县
的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切实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奋力书写渝东北
三峡库区城镇群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万州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姜雪松说，
万州将切实担负起保护长江母亲河、守护国家重要
淡水资源战略储备库的神圣职责和历史使命，走深
走实“一心六型”两化路径，着力构建“一干多支、三
带两线”生态保护格局，加快建设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示范区，切实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我们将进一步抢抓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
区建设等重要战略机遇，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开州区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姜勇说，要围
绕碧水长流、蓝天常驻、共建共保，全面提升流域水

质，巩固提升空气质量，实施东河、南河、浦里河等生
态廊道建设。

垫江县委书记蒲彬彬说，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转化为果，笃定“立
足渝东北当好标杆、联接都市区跑好首棒、唱响‘双
城记’建好示范”定位，锚定“三区两地一节点、郊区
新城‘双50’、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加快推进高质
量发展，着力创造高品质生活。

“当前，我们正行进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赶考’
路上。”丰都县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殷洪江表示，将
在“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中，推动农业现代化迈出新
步伐，为构建“山水丰茂、物产丰盛、人文丰厚”的美
丽丰都作出贡献。

梁平区发展改革委主任杨颂表示，在新征程上，
将围绕“建设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目标，
以创建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争创国家农业高新技
术开发区、建设双桂湖智创生态城、共建明月山绿色
发展示范带等为重点，奋力推动梁平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
加快建设富有旅游、人文、山水等魅

力的山地城市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是我市少数民族集聚区
和生态资源富集区域。7月1日，黔江、秀山、武隆、
石柱、酉阳、彭水6个区县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
收听了大会盛况。

在黔江区委党校学术报告厅，总书记“未来属
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的话语，叩彻现场76名中
青年培训班学员的心扉。该区直机关工委宣教科
科长廖琴称，将继续推进“党员下基层、担当作表
率”活动，以干促学，发挥青年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总书记讲到‘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
人民、力量在人民’时，我心潮澎湃！”武隆区委书记
黄宗华称，武隆将发挥自身区位和生态优势，紧扣

“两地两区一中心一花园”目标定位，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让凤来新城开发建设、旅游国际化试点、
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惠及全体武隆人民。

7月1日一大早，酉阳泔溪镇泉孔村80多位村民
就聚到村委会收看大会直播，连过道都坐满了人。
村党支部书记冉启平说，收看过程中，总书记那些

“金句”让村民们纷纷站起来鼓掌，有的老党员全程
热泪盈眶。

彭水高谷镇群山村第一书记冉旭刚刚驻村1
个月。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冉旭决心
与村民一起大力发展光伏产业、特色农业，在脱贫
攻坚基础上接续实现乡村振兴。

秀山隘口镇副镇长刘刚过去分管扶贫工作，现
在又负责乡村振兴。他表示，将接续奋斗，践行“两
山论”，通过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治理，早
日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石柱文旅委党委书记、主任哈文
说，要以建设渝东南生态文化保护区为契机，以
打造“全国生态康养胜地”为目标，主动融入巴蜀
文化旅游走廊，积极推动“三峡库心·长江盆景”
跨区域协同发展，让石柱文化更有活力、旅游更
有魅力。

（记者彭瑜、龙丹梅、罗芸采写）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在此次获得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的
103名同志中，重庆有3名，他们分别是：九
龙坡区委书记李春奎、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
县委书记钱建超、江津区委书记程志毅。

这3名同志，不但出席了全国优秀县委书
记表彰会议，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还
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
天安门广场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他们一致表示，将牢记使命、只争朝夕、开
拓奋进，不负荣誉向前行。

“党中央的肯定和鼓励，总书记的关怀和
期许，让我倍感温暖、备受鼓舞，我将不负荣誉
向前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到底。”李春奎
表示，风雨兼程的一百年，激荡着中国共产党人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记录下中华
大地“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人间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
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
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只争朝夕、开拓奋进。”李春奎说，九龙坡区将在
共建西部（重庆）科学城中干在实处，在推动主
城都市区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列，奋力书写“三
高九龙坡、三宜山水城”建设精彩篇章，以新担
当、新作为再创“百年工业城”新辉煌。

近年来，彭水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充分彰显“民族、生态、文化”三大特色，
消除了绝对贫困，城乡环境越来越美，经济
发展越来越好，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提到，我们要从中
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
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
功，从而在新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
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钱建超说，“这让
我更加体会到作为一名县委书记的使命、责任
与担当。”

他表示，彭水县将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
和市委要求，紧扣“建设民族地区产城景融合
发展示范区”，坚持以文化为旅游赋“魂”、以
旅游为产业聚“气”、以产业为城镇立“基”、以
科技为发展蕴“能”，高质量建设具有民族特
色的生态特色宜居城、生态旅游目的地、生态
产业发展区、生态文明示范县，高水平打造

“世界苗乡·养心彭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征程上贡献彭水力量、谱写彭水篇章！

“有幸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并现场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既为一
百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
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深感自豪，更
为党团结带领我们踏上伟大新征程的美好蓝
图而倍感振奋。”程志毅说，江津是聂荣臻元帅
的故乡，是川渝地区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县份之

一，红色资源丰富，革命传统优良。
在新征程上，江津全区将从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中汲取智慧与力量，围绕

“突出率先建成同城化发展先行区、切实发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战
略支点作用、推动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三大目标，加快打造消费品工业高
质量集聚区，重要的内陆开放前沿阵地、科技创新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大
健康产业集聚区，综合物流基地，都市休闲度假旅游区，山水人文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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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上午，市民在渝中区解放碑步行街观看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直播。

记者 魏中元 摄/视觉重庆

▲7月1日，南岸区弹子石338路“青春奋进号”公交车上，乘
客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直播。

特约摄影 郭旭/视觉重庆

▲7月1日，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北碚区柳荫镇东升村，党员干部和村民们聚集在新修建的游客接待中心，一起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直播。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