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1995年7月9日

重庆江北机场通过验收
确认成为国际化口岸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

1995年7月9日 由国家口岸办公室、国家商检局、海关
总署、公安部、民航总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检查组经过实地考
察，确认重庆江北机场通过验收，成为国际化口岸，自
8月1日起对外籍飞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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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李星婷

6月28日，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大
会在北京举行，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
院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
号。不仅如此，该学院还是第二批全国
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被评
为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等。

荣誉的背后，是西政经济法学院一
代代党员砥砺初心使命，怀着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使命不懈追求的历程。

7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对该学院师
生进行了采访。

代代西政经济法学人扎根
中国大地做学问

“这份荣誉来之不易，大家一定要再
接再厉，再立新功！”6月28日晚，在北京
参加颁奖大会的西政经济法学院党委书
记张良庆，接到曾任国家级重点学科西
政经济法学科学术带头人李昌麒教授的
电话。

李昌麒是我国经济法学的奠基人之
一，今年85岁的他是一名有着39年党龄
的老党员。“作为一名党员，始终不能忘
记自己‘引路人’的身份，不能丢了教书
育人的初心，为中国法治事业培养建设
者和接班人是我们的责任和担当。”李昌
麒教授曾多次向团队后辈叮嘱。

为新中国培养什么样的法律人才？
如何培养法律人才？一直是萦绕在经济
法团队老中青三代人心头的大事。

“多年来，学院党委形成围绕中心抓
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工作理念。”张
良庆介绍，学院把党建工作融入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之中，通过深入
实施“引领力、助推力、凝聚力、组织力”
为核心的党建“四力”工程，打造充满力
量的基层党组织，以高质量党建推动学
院事业高质量发展。

以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种明钊、李
昌麒等为代表，一代代西政经济法学人

始终充满家国情怀，脚踏实地把论文写
在祖国大地上。如李昌麒作为主研人承
担了我国第一项有关农村经济法治的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经济法制研
究”，《试论农业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
《农村法治建设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等
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将经济法学界对“三
农”问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受老一辈法学家影响，全国政协委
员王煜宇教授等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提出法治建设建议，徐以祥教授等
发起成立长江保护法宣讲团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一代代西政经济法学
人时刻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扎根
中国大地做学问。

把教学视为“良心活”

“教书是个良心活，我愿永不负教师这
一称谓。”“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
责人、经济法学院院长卢代富教授曾在重
庆市教书育人楷模巡讲报告中这样说
道。这既是一名党员发自内心的自我宣
言，也是对经济法学院教师的庄严承诺。

经济法学院共有党员教师92名，在
全院教职工中占比达86%。教师团队涌
现出了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国务院特殊
津贴获得者、重庆市教书育人楷模等多
名优秀代表，经济法教研室还荣获“重庆
市工人先锋号”荣誉。

学院老中青教师也一直秉承着把教
学视为“良心活”的优良传统。如学院副
院长蒋亚娟带领的团队曾多次获得国家
级、市级和校级教学竞赛奖励。

“蒋老师在给我们录制教学创新示
范课程时，28寸的手提拉杆箱是标配。”
学院年轻教师马勇告诉记者，箱子里有
全套课程讲义、各类教案、教具，课程中
每一个环节和每一句话，蒋亚娟都精心
打磨、精益求精。

事实上，厚积薄发也是学院的教学
传统。学院张怡教授是重庆市教科文卫
体系统“五一”巾帼标兵，她撰写的《衡平
税法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
文库》，获第三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团队教师还共同主编撰写了包括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国首部经
济法学硕士研究生教材等各类教材10
余部。经过多年的耕耘和努力，团队两
次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经济法
学》）二等奖等多个奖项。

助力年轻一代做“追梦人”

“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主力军，教师就是打造这支‘梦之
队’的筑梦人！”重庆市优秀辅导员胡广
渝老师从事学生工作17载，她创办了

“一职为你”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工作室，
为全院学生提供职业生涯规划以及就
业技能提升等指导。胡广渝称，让每一
个孩子可以追梦人生，用奉献诠释对学生
的关怀，是她作为共产党员的职责所在。

“以生为本、爱生如子、潜心育人”是
经济法学院的优良传统。张良庆介绍，
学院实施了就业工作“民心工程”、扶危
助困“暖心工程”、重点学生“凝心工程”
等多个“一对一”工程。如陈健老师会针
对学生因材施教；学院心理站成员王艳老
师，积极投身学生心理咨询服务工作……

近年来，学院党委还注重“线下思政
与线上思政结合”“学校思政与社会思政
结合”，形成“经济法学院”“经法青年”

“微言经法”等各具特色的新媒体宣传矩
阵。正是在这样的党建引领下，该学院
涌现出以“第十四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
物”提名奖获得者林逸同学为代表的多
名优秀学子。

“少年强则国强，将小我融入祖国和
人民的大我之中，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
价值。”经济法学院2020级研究生王辉
玲曾前往巫溪县峰灵镇中心小学进行了
一年支教工作。她表示，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投身西部贫困县的教育事业，是
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张
良庆表示，学院将学习贯彻落实好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抓住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初心使命，努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以党建为引领育“德法兼修”时代新人
——记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党委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520我用誓言向党表白”主题党日活动。（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黄光红

7月 6日，农行重庆市分
行投资银行部员工黄彦淇出
差刚回到单位，便收到一束鲜
花。花束中的卡片上写着“祝
你生日快乐！”。过了一会儿，
黄彦淇又收到了一份礼物——
一张政治生日纪念卡、一支钢
笔及一本《红岩春秋》杂志。这
两份礼物都来自农行重庆市分
行党委。

“这些礼物中既有我的自
然生日礼物，也有我的政治生
日礼物。”身为共产党员的黄彦
淇感慨道。当天，还有65人收
到了来自农行重庆市分行党委
的“双生日”礼物。他们有的出
生在7月，有的则是7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

农行重庆市分行党委专门
为他们举行了一场生日会。生
日会上，党员们重温了入党誓
词。大家还围绕如何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要敢于
担当重任等话题进行交流。

生日会上，农业银行重庆
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全刚
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要求该行全体党员职工强化身
份意识，坚守初心使命，深化党
史学习教育，努力为群众、为企
业办实事。

据悉，这次活动作为该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的重要内容，既是该行党委在
活动模式方面的创新之举，也
是其探索党建带群建新路径，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群众办
实事的重要活动之一。

近年来，农行重庆市分行
坚持抓党建促业务发展、促合
规建设、促家园文化，把金融
支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作为“一号工程”扎实推
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就是引导党员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同时，通过家园文化建
设为职工群众办实事，增强职
工凝聚力。

“生日会上，我既得到了生
日祝福，也分享了我的政治生
日体会。党组织送给我的《红
岩春秋》和党章，意在让我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
岩精神，这比普通的生日会或
祝福短信更有意义。”黄彦淇由
衷地说。

农行重庆市分行
66名党员员工的难忘“双生日”

党建铸魂
淬炼消防救援铁军

一张张黑白照片、一件件历史文
物……走进杨闇公同志旧居，烈士在
反动军阀面前遭受严刑拷打仍威武不
屈的场景似乎就浮现在人们眼前。

追寻先烈足迹，传承红色基因。
日前，长寿区消防救援支队指战员代
表来到潼南区双江镇杨闇公同志旧
居，开展了一次生动的主题党日活动。

这只是长寿区消防救援支队重视
和加强党建工作的一个缩影。

“强根铸魂抓党建，凝心聚力促发
展。”长寿区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
政委蒲伟介绍说，改制转隶以来，支队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胸怀“两个至
上”，在灾情面前赴汤蹈火、不怕牺牲，
忠实守卫人民安宁幸福。

近年来，该支队党委坚持政治引
领，持续加强班子建设和队伍管理水
平。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
党要求，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落实党
的组织生活制度。完善机关党组织建
设，成立机关党委，细化机关党支部设
置，强化机关党建工作。

为进一步筑牢基层党建文化建设
基础，去年，该支队针对当前网络和手
机广泛使用的实际情况，还与喜马拉
雅联合打造了全市消防系统首家党建

“有声图书馆”。
“党建有声图书馆采用‘主题+二

维码’的对应呈现方式聆听党的新思
想、新理念及党章党规等党建资源，消
防救援指战员只需用手机扫一扫对应
的二维码即可进入阅读，也可关注公
众号收听全部内容，方便快捷。”蒲伟
介绍。

党建铸魂，队建强根。聚焦主责
主业，对标“主力军”“国家队”职能定
位，长寿区消防救援支队坚持实战导
向，深化力量体系建设，优化全员岗位
练兵，强化实战实训练兵，全力提升队
伍攻坚克难和打赢制胜能力。

今年以来，长寿区消防救援支队
共接处警258起，其中火警144起，抢
险救援65起，社会救助49起，营救疏
散被困群众200余人，抢救保护财产
价值1800余万元。

凸显特色
打造化工消防精兵

“某化工有限公司液氨储罐发生
泄漏，引发闪爆导致邻近甲醇储罐呼
吸阀被点燃，现请求消防部门救援！”
接警后，长寿区消防救援支队火速调
集3个消防站、2个企业专职消防队共
20辆消防车赶赴现场处置。

这是不久前，长寿区开展的危险
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联合演练中发生
的一幕。

随着联合指挥部总攻令的发起，
机器人、车载水炮、移动炮、大流量高
喷车等百炮齐射，大火被成功扑灭，演
练取得圆满成功。

长寿区是我市重要的综合化工基
地，辖区内有川维化工、巴斯夫、金维
公司、福安药业等多家知名化工企业。

立足辖区化工企业量大密集的实
际，近年来，长寿区消防救援支队坚持

“实战需求，灾情导向”，紧紧围绕总队
关于建好建强“指挥控制、作战力量、
作战保障”三大体系总体部署，全力打

造“灾害事故处置专、救生排险业务
精、攻坚克难能力强”的化工专业编
队，组建化工灭火救援专家组，定期指
导实战拉动、参与研讨化工操法，为化
工灾害事故处置提供技术支撑、辅助
决策，提升队伍攻坚打赢能力。

“全区共有186种危险物质，重大
危险源93个，危险物质在线总量约
80.4万吨，一旦出事就‘惊天动地’。”长
寿区消防救援支队党委副书记、支队长
王跃平介绍。为此，支队专项调研全区
63家危化企业，开展危化品灾害事故处
置专题攻坚，每月举办化工业务大讲
堂，组织指战员开展化工火灾桌面推
演，同步开展车辆装备供液能力测试和
消防水源调查。选派两名指挥员参加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化工灭火救援
技术培训，通过开展“化工研讨小课
堂”，进一步加强化工理论成果转化，夯
实化工灭火救援技术。

“没有退路可言”。长期以来，该
支队经开特勤站全体指战员以队为
家，扎根全市最大的化工园区，牢固树
立“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我们”的思

想，用火场上一次次的冲锋陷阵诠释
着对消防救援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人
民群众的无限热爱，抒写着“最美逆行
者”的壮丽诗篇。

据王跃平介绍，目前，长寿区消
防救援支队已在长寿化工园区建立
起支队本级、消防救援站两级处置力
量，在支队方面，组建危险化学品灾
害事故处置指挥专班，每日增设值班
首长、作战指挥长、作战指挥员以及
化工专家等专班岗位，明确人员分工
和应急响应程序，专门研习危化品事
故处置指挥，统筹两级队伍组训工
作；在消防救援站方面，以经开特勤
站为主战单位，建设具备6个作战单
元专业队伍，具体负责危化品事故处
置。

坚守初心
彰显实干为民情怀

“由衷地感谢你们，每天给我们
送来干净的自来水，为企业和村民
解决了用水困难！”6月 30日，重庆

和邦搏金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人和江南街道天星村村民代表来
到长寿区消防救援支队凤城站，将
一面印有“危难之时显身手 人民消
防为人民”字样的锦旗和一条“排千
忧解万难 感恩有您火焰蓝”字样的
横幅赠予消防指战员。

据介绍，今年入春以来，长寿区
气温普遍较高，持续干旱少雨。该
公司在天星村经营大碑寺种猪场以
及近千亩果园，现已产下8000余头
小仔猪，但由于缺水严重，几乎导致
饲养和种植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支队了解情况后，立即部署抗
旱送水工作，每日调派水罐消防车
行驶15公里，运送25吨自来水前往
村中，帮助企业和村民缓解了用水
缺乏的燃眉之急。截至目前，支队
已为其送水62天，总量1500余吨。

这件为企业和村民送水的“小
事”，只是该支队无数为民服务的案
例之一。

竭诚为民，是消防救援队伍建
设的永恒主题。近年来，长寿区消
防救援支队聚焦民生，主动作为，办
小事、做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

为增强全区物业管理人员消防
安全意识，支队宣讲人员通过典型
火灾案例分析，从消防安全责任、火
灾预防、灭火、逃生自救等知识点出
发，对物业管理人员进行了高层建
筑火灾预防及应对措施的培训；为
增强居民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支
队与阿里本地生活“饿了么”合作，
吸纳外卖小哥加入消防志愿者队
伍，利用其点多面广的优势开展消
防宣传和初起火灾扑救工作，使其
成为“移动”消防宣传力量……

今年以来，长寿区消防救援支队
还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
活动，以学促干、以干促行，把为民办
实事、办好事作为检验主题实践成果
的试金石，真正把学习成效体现到

“纾民困、暖民心”上来，汇聚推动队
伍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持续提升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庞遵萍 盛志信
图片由长寿区消防救援支队提供

全面提升队伍战斗力和火灾防控能力

长寿区消防救援支队 构筑一道坚实的消防安全屏障
今年以来，长寿区消防救援支队

在总队党委和长寿区委、区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深入贯彻“对党忠诚、纪律

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训词精

神，紧紧围绕全年重点工作任务，全

面提升队伍战斗力和火灾防控能力，

实现了火灾形势与队伍管理“两个稳

定”，为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构筑

起了坚实的消防安全屏障。

长寿区消防救援支队开展化工灭火救援演练

长寿区消防救援支队组织指战员参观杨闇公同志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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