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新闻道德监督电话：023—88131118，023—88061118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职业道德（打击新闻敲诈、假新闻）监督电话 63907049 63910681 63907189 采编质量 63907205 印刷质量 62805041 发行投诉 63735555 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承印

政务简报

要闻 2CHONGQING DAILY

2021年7月 12日 星期一
责编 逯德忠 美编 黄景琳

□人民日报评论员

“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
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深情回顾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强调“以
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
大团结”。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
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
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特别是近
代以后，在外来侵略寇急祸重的严峻
形势下，我国各族人民手挽着手、肩并
着肩，英勇奋斗，浴血奋战，打败了一
切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捍卫了民族独
立和自由，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保卫
祖国、抵御外侮的壮丽史诗。一百年
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伟
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功业、铸就了伟大
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中华民族发
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了壮丽
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百

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
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
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
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
力量。”实践充分证明，统一战线是中
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
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
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
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
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团结是铁，团结是钢，团结就是力
量。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
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
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回望百年
奋斗历程，我们深刻认识到，团结统一
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
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
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共同的
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
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高
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不断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继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就一定
能够建设好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家园，
筑牢中华儿女团结奋进、一往无前的思
想基础，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的时代
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的征程
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
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
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
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
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
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当今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越是
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
巨，越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
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
势，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形
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的强大合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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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巩固全国各族人民
大团结，增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

各阶层以及各方面的团结，坚决维护
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稳定，凝聚起全
体人民智慧和力量，激发出全社会创
造活力和发展动力，让全体中华儿女
万众一心、团结奋斗迸发出来的磅礴
力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
大动力。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
的前进步伐不可阻挡，中华民族走向
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不可阻挡！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已经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这是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奋进新时代、书写中华文明
新的辉煌篇章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
的每一分子，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都
应该为处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感到骄
傲、感到自豪！在同心共筑中国梦、携
手奋进新时代的新长征路上，加强中华
儿女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
统一战线，继续团结一心、艰苦奋斗，风
雨无阻向前进，我们就一定能继续在人
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
伟大历史时间！

（人民日报 7 月 12 日评论员文章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新征程上，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本报记者 栗园园

7月初，市农业农村委召开的“保供
给、稳增收”工作专班调度会上公布了这
样一组数据：今年全市夏粮（主要包括小
麦、春马铃薯、胡豆、豌豆等）种植面积预
计556.5万亩，同比增加1万亩，实现16
年来首次增加！

在“粮食安全”成为中央经济工作会
和中央农村工作会的关键词，牢牢把住
粮食安全主动权的当下，我市如何打好
夏粮“翻身仗”？重庆日报记者就此进行
了采访。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年初，在我市粮食主产区之一的梁
平，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便亲自部署粮
食生产工作，深入分析、研究粮食生产相
关问题。上半年，该区对粮食安全问题
的相关研究会几乎每两月便召开一次，
这样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究其根本，是因为今年中央农村工
作会首次提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实行党政同
责，“米袋子”省长要负责，书记也要负
责。按照会议精神，今年以来，我市各级
党委政府坚决抓落实，各区县党政主要
领导多次研究部署，从政治高度推进春
季农业生产各项措施扎实落地。

按照国家下达的种植面积只增不减
要求，梁平提出综合实施高标准农田建
设、撂荒地复耕、加大惠农政策力度等措
施，将粮食种植面积从97万亩提高至
101万亩，并以区委、区政府的名义与各
乡镇签订粮食生产目标责任书，将粮食
面积、产量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乡村
振兴等考核。

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当地坚决遏制
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非粮化”，并在
耕地地力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种粮大户
补贴的基础上，增加了有机肥替代、绿色
防控、水稻高质高效创建等项目补贴，进
一步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

撂荒地复耕增加种粮面积

粮食种植面积只增不减，如何增？
从哪里增？除了遏制耕地“非农化”外，
我市还采取了一个重要措施：大力推进
撂荒地复耕复种。

自去年10月起，永川区金龙镇洞子口
村便开展了整村土地宜机化整治，盘活全
村近6000余亩土地，引进大户进行种植。
该村种粮大户徐顺江挑起大梁，不仅承担
了宜机化整治的全部工作，还承包了3000
亩土地种粮，其中2000亩为小麦。

我市小麦亩产仅200多公斤，与小
麦主产区河南等地相比并不高。在效
益低下、大家都不愿种的情况下，原本

主要种植水稻、高粱的徐顺江为何作此
改变？

“宜机化整治后，通过农机操作，一
人一天可以耕种50亩地，也不需要额外
的人工费用，我觉得还是有利润！”徐顺
江说，去年改完土地已是11月中旬，从
种植时间上看稍迟了一些，目前亩均产
量仅190公斤，但由于省了人工，他依然
有钱赚。

同时，通过农业部门、市农科院免费
提供优质小麦种子，并提供专业技术指
导，当地有些小麦种植户亩产可达350
公斤以上。徐顺江表示，今冬还将继续
种植小麦。

不仅是永川，酉阳花田乡、石柱三星
乡、巫山双龙镇等地均通过撂荒地复种
种上了水稻、黄豆、胡豆等作物，不仅推
动了夏粮种植面积增加，也为全年粮食
面积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技术指导保障生产有序

记者了解到，为了助力粮食生产，今
年我市还落实了19个春季田管技术指
导组长效运行机制，在各区县推广新技
术、新品种。

在我市夏粮中，豌豆、胡豆是重要组
成部分。但此前，胡豆赤斑病影响了农
民种植积极性，赤斑病防治难度较大，一
旦爆发，减产量高达50-70%，严重者甚

至颗粒无收。
荣昌区河包镇村民龙吉果对此感受

颇深。作为水稻种植大户，他此前每年
利用500亩冬闲田种植胡豆，但受赤斑
病影响，每每费了力也见不到钱，种植信
心开始动摇。

今年，以市农科院特色作物研究所
所长张晓春为组长的第18技术指导组，
在荣昌、永川、巫山重点推广了抗赤斑病
的胡豆新品种，并为村民们悉心指导相
应的新技术。此外，技术指导组还主动
拓展江浙市场，帮助村民打通销路。

“今年的收益还可以，胡豆亩产值平
均1200元，管得好的有2000元，浙江的
老板开车来地里收，直接给现钱，这个

‘副业’的收入已高过‘主业’了！”龙吉果
说。

在巫山县双龙镇，张晓春小组还推
广了矮化豌豆品种，在柑橘、李子树下发
展林下种植。由于种植技术难度不高，
村民种植热情较高，平均每亩产量350
公斤，产值2000元左右。

“除了新品种，技术指导组还在部分
区县试点推广了水稻淹水直播等新技
术，也为全市粮食面积稳定发挥了重要
作用。”市农业农村委粮油处处长白洁
说，当下春马铃薯收获接近尾声，夏粮已
丰收在望，预计总体单产为每亩216.5公
斤，较去年同比增加1.1公斤。

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打好夏粮“翻身仗”——

重庆夏粮种植面积16年来首次增加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7月 11
日，全市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
要求和市委安排，总结村（社区）“两委”
换届工作情况，研究做好换届后续工
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全市村（社
区）“两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彭金
辉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全市村（社

区）“两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明
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

下，全市村（社区）“两委”换届总体完成，
全面实现年龄、学历“一降一升”目标，呈
现出抓得实换得顺、选得优配得强、纪律

严风气好、导向正干劲足等特点。要做
好换届“后半篇”文章，及时开展“回头
看”，统筹建强配套组织，健全完善运行
机制，确保村（社区）各类组织在党组织
领导下规范运行、发挥作用。要分级分
类全覆盖开展履职培训，强化管理激励，
推动村（社区）干部“上马就干”，在乡村
振兴、城市提升、基层治理、服务群众中
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

全市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

全面加强新一届村（社区）“两委”建设

●7月11日，副市长郑向东前往市应
急局指挥中心，视频调度全市洪水过境与
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记者 崔曜）

7 月9 日，渝中区曾家岩，市
民和游客正在曾家岩大桥南桥头
广场欣赏嘉陵江两岸景色。

据了解，曾家岩大桥南桥头
广场是我市“两江四岸”治理提升
嘉陵江岸线贯通工程的一部分。
广场紧临周公馆，视野开阔，站在
观景台上凭栏眺望，北滨路、嘉滨
路及轨道2号线尽收眼底。该广
场的建成投用，为重庆主城又添
一处拍照打卡的景点。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曾家岩大桥
南桥头广场开放

（上接1版）
从抓公款购买月饼，到抓公款

寄送贺卡，从制止“舌尖上的浪费”
到纠治“车轮上的铺张”再到整治

“会所里的歪风”……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锲
而不舍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
实，驰而不息正风肃纪，刹住了一些
过去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邪
气，解决了一些长期想解决而没能
解决的顽瘴痼疾。

2017年10月27日，党的十九
大闭幕第三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

从八项规定到八项规定实施细
则，研究同样的内容并进一步深化
细化，释放出一以贯之将作风建设
进行到底的鲜明信号。

不必再迎来送往，不必再请客
送礼，不必再陪吃陪喝……八项规
定不仅是党员干部的“紧箍咒”，也
是“护身符”。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管够不
浪费”“吃好不奢侈”……党风政风
引领社风民风，人民群众成为作风
建设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
二审维持死刑判决！
2021年1月21日，天津市高级

人民法院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
民受贿、贪污、重婚案二审公开宣
判，维持一审死刑判决。

依法惩处“金融巨贪”，再次展
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决心意志。

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腐败、以
什么样的行动破除腐败，决定着一
个政党、一个政权的成败兴衰。

时间回到8年多前，2012年11
月15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亮
相，面对500多名中外记者，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语深沉冷静——

“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
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
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
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
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
需自身硬。”

“打铁还需自身硬。”形象生动
的话语，字字千钧。

2个月之后，在十八届中央纪
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道出
了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铿锵誓言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言出必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力度空前的反腐败斗争拉开序幕。

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上至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
厚、孙政才、令计划等“大老虎”，下
到群众身边的“蝇贪鼠害”，谁也没
有免罪的“丹书铁券”，谁也不是“铁
帽子王”。

这是震撼世人的果敢决绝：从
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5年间，
经党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
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
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54.5
万件，处分153.7万人，其中厅局级
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
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5.8万人。

“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
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
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

“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
得罪13亿人民”——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斗争中，习近平总书记展现出
旗帜鲜明的坚定立场，勇毅决绝的
意志品质，推动反腐败斗争夺取压
倒性胜利。

这是有目共睹的震慑效应：党
的十九大以来至2018年底，全国共
有2.7万名党员干部主动交代了违
纪违法问题，5000余名党员干部主
动投案；2019年，全国有10357人
主动投案，其中中管干部5人、省管
干部119人；2020年，全国有1.6万
人主动投案，6.6万人主动交代问
题。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

强的力量。”反腐败斗争消除了党和
国家的重大政治隐患，赢得了人民
群众的信任和信赖，增强了党自我
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能力，为推进伟大事业提供了坚
强政治保证。

“让群众更多感受到
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

“没想到被贪污的钱还能回到
我们手上！”拿着交还到手里的林补
钱，四川省达州市渠县金马村村民
邓小刚感慨地说。

2020年8月，县纪委监委的工
作人员将金马村原村委会主任侵占
的7000元公益林补偿资金清退给
35户村民。

金额不大却危害不小，“微腐
败”也可成为“大祸害”，对此，习近
平总书记有着深刻的认识：“相对于

‘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
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为
真切。”

“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
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
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习近平总
书记如是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脱贫攻
坚战的打响，另一场脱贫攻坚的“护
航战”也同时打响。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印发。

2016年1月，在十八届中央纪
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
提出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
延伸”的要求，明确强调“对基层贪
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
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
成果。”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这次
中央纪委全会立即对扶贫领域监督
执纪问责工作作出专门部署，强调
要以严明的纪律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供保障。

2017年底，中央纪委部署在
2018年至2020年开展为期三年的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
理。

雁过拔毛、截留私吞、吃拿卡
要、优亲厚友……一个个扶贫领域
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在强大的监督执
纪问责力度下被坚决查处。

2017年，全国查处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4.87万件；2018年，
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3.1
万件；2019年，查处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8.5万件；2020年，查处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6.5万件
……始终保持高位的数据背后，是
纪检监察机关雷厉风行的执纪力
度。

从教育医疗到就业创业，从养
老社保到环境保护，人民群众关心
的痛点在哪儿，正风反腐的焦点就
在哪儿。

2020年2月20日，改头换面逍
遥法外多年后，孙小果在云南昆明
被执行死刑，而他背后的“保护伞”，
也在扫黑除恶的强大攻势下覆灭，
让很多人拍手称快。

扫黑除恶，这是增强人民群众
安全感的重要举措。

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纪委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
确提出：“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
合起来，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

‘保护伞’。”
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
知》，开启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序
幕。

湖南新晃“操场埋尸案”、黑龙
江呼兰“四大家族”涉黑案、海南昌
江黄鸿发家族涉黑案……三年来，
全国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案件89742件，立案处理
115913 人，党纪政务处分 80649
人，移送司法机关10342人。

坚决打掉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的
“保护伞”，坚决铲除妨碍惠民政策
落实的“绊脚石”，人民群众真切感
受到正风反腐就在身边。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上接1版）中方坚定支持朝方发展
经济民生、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相信在总书记同志带领下，
朝鲜党和人民一定能够取得新的更
大成就。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签订《朝
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向全世界彰
显了朝中两党、两国政府和人民在
牢固的法律基础上，长期发展鲜血
凝成的朝中友谊的坚定意志。60
年来，朝中两国相互支持、相互帮
助，书写了值得自豪的友好历史。
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朝中两国同志般的信任和战斗友谊

日益加深，双方关系发展到更高阶
段。

金正恩表示，不断加强和发展
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
坚定不移的立场。朝鲜党、政府和
人民将更加珍视作为双方共同宝贵
财富的朝中友谊，在建设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神圣征程中坚定地同中
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携
手前行。再次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祝愿中国党和人民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取得更
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