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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记者
获悉，龙凤镇在“党建赋能·赶考
亮卷”行动中，突出“善作为”答好

“担当卷”，凝心聚力助推2022年
镇级重点项目建设再提速。

8 月 1日，在位于龙凤镇普场
村2组的上纲水库建设现场，党员
干部顶着烈日手持皮尺紧锣密鼓
地开展征地拆迁测量工作。据了
解，上纲水库是一座以农田灌溉为
主，兼具场镇供水功能及改善生态
环境等综合效益的小Ⅱ型水利工
程，是龙凤镇2022年重点水利项
目。项目占地 250 余亩，总投资
5300万元，总库容75万方，已完成

1、2、3号公路及入场道路的征地、
大坝基础开挖、挡墙浇筑等工作。
目前，上纲水库建设正有序进行。

龙凤镇结合发展实际，坚持
以党建破题，聚焦打造“中国优质
红苕之乡”、建设“巴蜀文化旅游
镇”两大发展目标，积极争资引
项，梳理出文物保护、旅游开发、
阵地建设、道路桥梁、农产品加工
等 5 大类 12 个重点任务。下一
步，该镇将以攻坚突破之势助推
重点项目建设再提速，对各级的
决策部署，对群众的期盼诉求，紧
抓快干、马上就办，做到干一件成
一件、做一桩成一桩。

龙凤镇

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再提速

本报讯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
分别于7月31日和8月1日在《奋
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非凡十
年》系列栏目中推出重庆篇。此
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
闻联播》）、光明日报等中央主要
媒体也在重要版面、重要时段，集
中刊播了重庆的相关报道。

其中，新华社以《重庆：努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为题推出深度报道。人民日
报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
品质生活》和《从全局谋划一域

以一域服务全局》为题推出两个
整版的报道。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报道
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重
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把习
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
实在重庆大地上，成为重庆全市
上下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主旋
律和最强音。重庆从全局谋划
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奋力书
写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新篇章。
（本报综合自新华社、人民日报）

中央媒体推出深度报道聚焦重庆发展

近年来，龙市镇大力发展农产品
加工业，建成农产品加工园，吸引不
少企业落户园区。随着园区的发展，
工业污水的处理问题日益突出。龙
市镇在完善工业污水治理体系建设
中不断探索，创新举措，给出了园区
工业污水处理的“龙市方案”。

创新建设方式 环保成效明显

“工业污水处理厂专门为企事业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提供污水处
理服务。它与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为
社会公众提供生活污水处理服务生
活污水处理厂不同。它的建设和发
展是工业园区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实
现工业园区生态化发展的重要支
撑。”龙市镇人大主席团主席彭树文
告诉记者。

为解决园区污水处理难题，保护
生态环境，促进园区健康发展，龙市
镇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和充分论证，
采取“社会化投资、市场化运作和工
厂化经营”的方式，引进业主按照“厂
网一体化”建设模式，在园区内建设
一座工业污水集中处理厂。

“我们采取公司出资、政府出地
的模式，引进重庆锐致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政府只提供使用土
地和帮助公司协调水、电、气、通讯等
服务，污水处理厂的其他事务由公司

自行负责、自主经营。无论是生产淡
季污水处理量少，还是污水处理不合
格不达标导致被追责，政府均不兜
底、不担责。”彭树文介绍道。

今年5月，我区镇街首个自建工
业污水处理厂——龙市工业污水集中
处理厂建成投运。各生产企业通过污
水管网直接将污水排放到污水处理厂
集中处理，实现污水管网规划建设一
体化、运营管理一体化、处理结果一体
化，确保工业污水达标排放。投运以
来，园区内污水处理问题得到了有效
改善，处理后的水质得到了有效提升，
达到国家排放标准，有力地促进了镇
域水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

节约建设成本 减轻企业负担

污水处理厂的建成投用，给企业
也带来了直观的经济效益。

曾巧食品有限公司是龙市镇农
产品加工园里的排污大户。“现在我
们将污水通过管道直接排入污水处
理厂进行处理，每吨费用降至 6 元，
一年就能节约近30万元。”曾巧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负责人胡林告诉
记者，此前公司投资建设了一套污
水处理设施，每处理一吨污水成本
10元左右。每天的排污量约200吨，
一个月就要花费6万元。

（下转2版）

提供工业污水处理的“龙市方案”
——龙市镇完善工业污水治理体系建设

○记者 李文静

监控设施少、停车位紧缺、公共健
身场所不完善……这些在物业服务管
理中群众反映最多的亟待解决的诉求，
如今在南津街街道一一被梳理解决。

近年来，南津街街道不断深化以
党建为引领的物业改革，结合“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大胆探索、勇
于实践，抓实组织体系建设，深化工
作机制，有效破解城市基层物业“无
人管”“无钱管”“无法管”的历史难
题，得到群众一致认可，促进了社会
和谐稳定。

创新思维标本兼治

南津街街道常住人口22.6万人，
辖区内有的物业小区 89 个（1000 户
以上的物业小区有23个），群众自治
小区 49 个，提供物业服务的企业 38
家。长期以来，由于缺乏专业引导和
有效监督，物业管理成为城市基层治
理的“老大难”问题，降低了广大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为破解这一难题，南津街街道于
2017年10月成立了以物业改革为统
揽的创新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14
个社区均配备了1名物管员，同时组
建物业办公室，专门负责物业管理工
作。自2018年起，每年对各社区的书
记、主任、物业管理工作人员、业委会
成员开展物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培

训，相继出台了系列文件及工作操作
模板，帮助工作人员熟练掌握业务知
识，提高每个工作人员的业务知识水
平；组织在职党员和干部到社区报到，
并以社区党组织为“大党委”牵头单
位，与驻社区党组织联合，召开社区党
员和在职党员参与的党建联席会，通
过“大党委”齐抓共管，整合辖区内各
部门各单位有效力量；加大物业小区
管理改革力度，针对10个重点小区，
成立了由班子成员带队的10个攻坚
组，不定期召开物业改革工作推进会，
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
方案，物业改革工作得到有序推进。

具体工作中，该街道严格程序，
指导各小区依法成立业主大会，选举
产生业主委员会；大胆探索，开展物
业服务企业公开选聘；创新实践，探
寻物业管理区域新模式；规范停车秩
序，打造舒适宜居小区；严格监管，规
范小区公共收益金的使用和管理；严
格审核，强化专项维修资金的监管使
用，妥善处理物业纠纷。

党员先进发挥作用

张博是区法院的一名法官，也是
到紫荆园社区报到的在职党员。
2019 年 4 月，张博到社区报到，提出
愿意为社区的居民群众做点实事儿。

（下转2版）

创新物业管理模式 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南津街街道全力推动小区物业改革

○记者 袁询

“准确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方
位”，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站
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深入分析新时代爱国
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明确提出新时代爱国统
一战线的基本任务，强调“我们要深刻理解发
展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以高
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做好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
万众一心、齐心协力，胜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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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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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伟大征程
上，我们清醒看到，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
变的特征更加明显，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
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
求、新的战略环境。我们深知，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前进
道路上必然会有艰巨繁重的任务，必然会有艰
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我们要深刻认识统一战
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
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重要法宝，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是要把
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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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巩固和
发展大团结大联合局面。

现在，统一战线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
和任务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
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
作用更加重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在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我国社会
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统一战线在增强党的阶级
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
我们要牢牢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
方位和重要使命，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
任务凝心聚力，增强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政
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必须紧扣新时代爱
国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
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举爱
国主义、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一致性和多
样性统一，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与时
俱进、守正创新，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发挥凝聚
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促进政党关系、民
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

和谐，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这是准确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
历史方位作出的科学谋划，是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出的战略部
署。要完整准确全面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
作的重要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心怀“国之大者”，努力在补短板上下功夫，
在敢担当上作表率，在善作为上动脑筋，创造性地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奋力谱写统一战线事业新篇章。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让我们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团结、
奋进、开拓、活跃的良好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据8月1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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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新华社推出重庆深度报道 8月1日人民日报9—10版专版报道重庆

本报讯（记者 刘冰凌）8月1日下
午，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主任
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程卫主
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关于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有关事项的汇报，听取了区人大财经
委关于农村电网升级改造调研情况的

汇报、区人大常委会农工委关于现代
种业工作调研情况的汇报、区人大城
环委关于延期听取审议《合川区国土
空间分区规划（2020-2035年）》编制情
况的汇报、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
委关于合川区竞技体育发展调研情况
的汇报。

会议决定，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于 8 月 30 日举行，会期
一天。建议会议议程为：听取“一府
一委两院”关于 2022 年上半年工作
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区政府关于
2022 年 1~6 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2022 年 1~6 月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1 年
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

审计工作报告；听取审议区政府关
于 2021 年决算草案的报告，审查和
批准 2021 年区级决算；听取审议有
关人事任免事项和区人大常委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
格的审查报告。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皎、张烈、
谭佳庆出席会议。

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主任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