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2012年11月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来
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
和阐述了“中国梦”。从这时起，“中国梦”就
成为全党全社会乃至全世界高度关注的一个
重要思想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
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
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
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
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
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
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
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
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
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
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
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奋勇前进。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阐述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调中国梦的
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
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
力量；全体中华儿女要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
人民。

中国梦生动形象表达了全体中国人民的
共同理想追求，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注入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中国
梦已经成为凝聚党心民心、激励中华儿女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
量。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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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那
个小册子看不太懂，社区那个
妹妹详细跟我说了啥子垃圾
往哪个桶桶里面丢，给我讲了
好几次，现在基本上搞得清楚
了！”家住马门溪社区的李婆
婆高兴地说。1 月 13 日，太和
镇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倡
导群众在生活中践行保护生
态环境、低碳生活，让群众人
人都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实践
中来。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志愿
者通过宣传展板、悬挂横幅，发
放宣传资料、环保垃圾袋等方

式，广泛宣传垃圾分类相关知
识，并积极向辖区居民讲解了为
什么要进行垃圾分类、如何分
类、分类种类以及分类后如何处
理等相关问题。此次活动共吸
引了560余名群众参加，共发放
宣传资料500余份，发放环保垃
圾袋600余个。

据悉，为确保垃圾分类全覆
盖，太和镇环保办还组织环卫
所、城管办及各村（社区）卫生分
管员对24个村（社区）垃圾桶设
置、摆放情况进行了查看，并通
过村村通小喇叭每日定时播放
垃圾分类小知识。

太和镇

推行垃圾分类 倡导低碳生活

本报讯（记者 杨长泉 通
讯员 张红梅）1月19日，记者从
区住房城乡建委获悉，从1月17
日至 19 日，该委组织网管办和
专业人员对南北城区雨污水井
盖存在的异响、破损等安全隐
患开展了为期三天的大排查大
整治工作，并取得实效。

据了解，此次雨污井盖“拉
网式”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主要针对重点是南北城区年久
失修、标准过低、影响居民生活
和出行安全的松动井盖、破损
井盖、异响井盖等方面。截至1

月19日，三天共排查出异响、破
损井盖 82 处，对出现安全隐患
的井盖列出了问题清单，标注
类型，明确井盖位置。

针对排查出的 82 处异响、
破损井盖安全隐患，该委及时
组织实施分类管控，分类分级
列出清单，迅速制定限时整治
方案，落实专人督促施工和定
期巡查，逐个整改销号，力争
在春节前完成全部整治，确保
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一个安
全 放 心 、文 明 和 谐 的 新 春 佳
节。

区住房城乡建委

开展节前雨污水井盖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1月14日下午，
重庆市2019年网络安全学术年会召开，对
2019年网络安全工作进行了总结，对2020年
的工作进行了展望。市经济信息委、市密码
管理局、市委网信办以及区委网信办、区经济
信息委、区科协相关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的时期，新一代信
息技术日新月异。本次年会以“分享、学
习、聆听、体会”为主旨，希望与会行业专
家围绕这一主题，分享最新科技成果和产
品，交流当前网络安全技术发展的趋势和
需求热点，为信息安全产业的提档升级、
融合发展建言献策。

活动为刚成立的重庆信息安全产业
技术创新联盟——区块链专委会进行了
授牌，并为专家们发放了聘书。与会专家
学者、行业精英在活动中分享了一年来行
业取得的丰硕成果，专家们先后作了题为

《揭开神“密”面纱 密码服务进万家》《新
时代下的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区块链与

密码经济》《大安全时代下网络安全应用
型人才培养实践》《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
权保护的新路径》的演讲。

据悉，本次活动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推动网络安全
产业建设，促进会员单位之间的交流，加
快推进信息安全产业发展。

重庆市2019年网络安全学术年会召开

交流分享学术成果 推动网络安全建设

本报讯（记者 杨长泉）1月
15日，记者从铜溪镇获悉，春节
将至，该镇党委、镇纪委组织镇
机关、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党
员干部进行了集体廉政约谈，打
好“预防针”，大力营造风清气正
良好政治生态，确保过一个清廉
干净的新春佳节。

该镇党委、镇纪委切实把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纳入党员干
部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来抓，

认真履行好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和监督责任，及时组织镇
机关、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党
员干部和重点科、所、办负责人
开展了集体廉政谈话，做到警
钟长鸣。要求全镇党员干部坚
守初心和使命，带头讲党性，重
品行、做表率，自觉接受群众监
督，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
朋友圈，保持清正廉洁过好春
节。

该镇纪委通过节前对全体
镇村干部的廉政教育、短信提
醒，确保每位干部职工明高线、
知底线、不踩红线，确保廉洁过
春节。

铜溪镇

打好“预防针”确保清廉过春节
党风廉政在 基层

眼下，一年一度的春节即将来
临，各地慰问困难群众的活动又掀高
潮。据笔者了解，往年一些领导干部
慰问困难群众的时候，往往只注重

“慰”而缺少“问”，有的简单地说上几
句客套话，送上一些慰问品就算完成
了“任务”，根本没有达到慰问应有的
效果。因此，笔者以为，慰问慰问，要

“慰”更要“问”，切忌“慰”而不“问”，使
慰问失去其本意和初衷。

说实话，领导干部每到年终岁
首去困难群众家中走一走，带些棉
被、衣物等慰问品，或包个红包，慰
问慰问，这确实是解了困难群众的
一时之困。但仔细想想，这种“一时
之需”根本解决不了真正的困难。
因此，就迫切需要我们的领导干部
在深入困难群众家中慰问的时候，
除了“慰”，还需要多“问”。问什
么？笔者以为，要“问需求”“问思
路”“问发展”，做到“三问”于民。

其一，问需求。要问问困难群
众家中究竟还缺少什么，并“按需”
给他们送一些生活必需品，才能真正慰问到位，而千
万不要年年一个样，不问青红皂白，送些棉被或衣物，
结果致使他们家中的棉被、衣物等多得没地方放。

其二，问思路。要多问问困难群众贫困的原因到
底是什么，多帮助他们想想来年家庭经济增收的思路，
看看什么是适合其家庭经济增收的，并帮助其做好长
远的规划。

其三，问发展。困难群众之所以年年困难，光靠
每年政府部门在慰问时节送些钱物，并不能彻底解
决其实际困难，就无法走出“年年慰问年年困”的怪
圈。因此，要使慰问活动达到目的，收到实效，就要
变“输血”为“造血”，施之以策，授之以渔，让他们通
过自己的勤劳，发展家庭经济，实现家庭脱贫。

总之，只有做到有“慰”也有“问”，才能让困难群
众早日摆脱“节日暂时脱贫，节后继续贫困”的恶性
循环，才能真正地摘掉贫困的帽子，告别“慰问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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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经区委批准，近日，我区启动
十四届区委第八轮巡察。本轮巡察共组
建5个巡察组，采取“一托二”“一托三”方
式，对6个区级部门、2所学校、3家医疗机
构开展为期3月的常规巡察。

截至1月14日，区委各巡察组已全部
完成 11 个被巡察单位的进驻，并在被巡
察单位分别召开了巡察工作动员会。会
前，区委巡察组组长向被巡察单位党组织
主要负责人通报了巡察任务和有关工作

安排。会上，区委巡察组组长作了动员讲
话，对做好巡察工作提出要求。被巡察单
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主持会议并作表态
讲话。

本轮巡察将按照“六围绕一加强”“五
个持续”和“三个聚焦”的要求，紧盯被巡
察党组织的职责使命，重点检查“四个落
实”的情况，即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中央、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和区委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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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等监督发现问题和主题教育检视
问题整改情况。深入查找和推动纠正政
治偏差，充分发挥巡察政治监督、政治导
向作用。

巡察期间，区委各巡察组设置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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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被巡察单位
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

织主要负责人及其他干部问题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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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
按规定转有关部门认真处理。巡察组
受理信访时间统一截止到 2020 年 3 月
31日。

十四届区委第八轮巡察进驻情况一
览表如下。

十四届区委第八轮巡察全部进驻

本报讯（记者 周云）1月21日，“隆兴迎春大集”在
隆兴场镇隆重举行，区融媒体中心编辑记者前去赶集，
助力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

本次“隆兴迎春大集”除举办迎春文艺汇演、为群众
免费送春联、卫生院医务工作者现场义诊、猜灯谜与书
画家庹玉才书画展外，还举办脱贫户自产农副产品展销
活动。为助力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区融媒体中心编辑
记者一方面深入现场，用镜头和笔报道丰富多彩的文体
活动，另一方面，帮助脱贫户宣传推销农副产品，并自己
掏钱购买，赢得了脱贫户的好评。

“有编辑记者来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养的鸡鸭今后

就不愁没有名气了。”隆兴镇倒碑村4组脱贫户辜明寿满
怀感激地说，他家养了80多只土鸡土鸭，原本担心卖不
出去，现在有编辑记者帮忙宣传，他也用不着担心自己
养的“土货”卖不出去了。

记者在“隆兴迎春大集”现场看到，脱贫户销售
的农副产品除土鸡、土鸭、土鹅外，还有柑橘、红苕粉
等。其中，土鸡每公斤售价 36 元、土鸭每公斤售价
30 元、土鹅每公斤售价 40 元、红苕粉每公斤售价 20
元、柑橘每公斤售价 4 元。在区融媒体中心编辑记
者宣传带动下，不少农副产品被前来赶集的人当“年
货”买走。

区融媒体中心

帮助脱贫户宣传推销农副产品 助力脱贫攻坚

十四届区委第八轮巡察进驻情况一览表
组别

区委第一巡察组

区委第二巡察组

区委第三巡察组

区委第四巡察组

区委第五巡察组

被巡察单位

区委编办

区委党校

区委老干局

区申遗中心

育才职业教育中心

区卫生计生监督执
法局

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区机关事务中心

区政务办

区疾控中心

教师进修校

组长

张铭

彭雪莲

高银廷

唐东海

黎 军

副组长

杨波

刘伦

王灿

左亚辉

吴从全

联系电话

42756677

42891906

42880956

42756092

42816325

42748023

15213122096

42759287

42756825

42850163

42892592

电子邮箱

865860762@qq.com

821368296@qq.com

460915608@qq.com

792673536@qq.com

792673536@qq.com

hcxcsz123456@163.
com

hcxcsz123456@163.
com

2506504000@qq.com

2506504000@qq.com

492199826@qq.com

492199826@qq.com

邮政信箱地址

重庆市合川区希尔安大道 222 号区政府大楼
903室

重庆市合川区蟠龙路229号

重庆市合川区交通街231号

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街道希尔安大道222号区
政府大楼1135室

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街道花滩大道2号2007室
后门出口旁

重庆市合川区南园路东路99号城投大厦403室

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城街道合师路339号区中西
医结合医院门诊楼一楼心内科办公室

重庆市合川区希尔安大道222号区纪委监委机
关211室

重庆市合川区希尔安大道222号区纪委监委机
关211室

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上什字梨园路173号区疾
控中心行政楼四楼巡察办公室

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街道办事处幽客路2号区
教师进修校综合楼103室

办公地点

区政府办公楼905室、909室

区委党校办公楼405室

区委老干局办公楼 2 楼小会议
室、3楼电子阅文（览）室

区 政 府 办 公 楼 11 楼 1127 室 、
1135室

重庆市育才职业教育中心育才
楼5014室、6014室、4019室

合川区城投大厦五楼区委第三
巡察组办公室

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门诊楼5楼小
会议室

区政府综合办公区西区办公楼
机关事务管理中心209室

区行政服务中心 B 区 119 室、党
员活动室

区疾控中心行政楼四楼巡察办
公室

区教师进修校综合楼103室、106
室

合川脱贫攻坚进行时合川脱贫攻坚进行时

1月14日，清平镇在清平敬老院组织开展“村企互动”助力脱贫攻坚集中采购
农副产品活动，并向敬老院的老人们赠送了部分农副产品及保暖衣等生活物品，
10余名志愿者还为老人们提供了理发、义诊、做清洁等服务，并与老人们一起吃团
年饭。图为志愿者正在为老人进行义诊。 记者 周云 通讯员 肖立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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