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办：中共合川区委 合川区人民政府 编辑出版： 合川区融媒体中心 总编辑：杨彪 准印证号:渝内字第512号 免费赠阅

HECHUAN DAILY

“今日合川”APP“合川发布”微信

合川手机台合川日报数字报

总第 期4338

2023年2月

癸卯年二月初四

23

（今日4版）

星期四

今日合川网：http://www.jrhcw.com

区长公开电话：023-42812345 本报地址：合川区南园路225号 邮编：401519 新闻热线：023-42740168 合川日报投稿邮箱：hcbs11@vip.163.com 副总编：尹红梅 编审：吴显峰 责编：魏 鑫 美编：王海川 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起步就是冲刺起步就是冲刺 开局就要争先开局就要争先

本报讯（记者 周云 甘晓伟 张敏 通讯
员 肖立夫 鲁文杰）近段时间，我区各部门、
镇街相继开展“榜样面对面”党的二十大精
神宣讲活动，邀请先进榜样、典型人物参与
到宣讲中，把党的声音传到千家万户。

2月14日，工业园区（高新区）管委会“榜
样面对面”进“两新”组织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集中宣讲活动在希尔安药业有限公司举
行，来自工业园区（高新区）的先进榜样苟勇
刚、喻洁、肖力力、陶金莲应邀参加宣讲。

重庆市第十七批“鸿雁计划”第一档 C
类人才、合川区“三江英才”产业 E 类高层次
人才、重庆德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苟永刚以《初心不忘 汇聚新力量 踔厉奋
发 续写新篇章》为题，结合自己学习、工
作、生活经历，就如何让党的二十大精神转
化为助推工作的强大力量谈了自己的体会
和感悟。重庆市劳动模范、重庆市“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
限公司工会主席喻洁以《光荣永远属于奋
斗者》为题，将自己的成长史、奋斗史与所
在公司的企业文化传承结合起来，向大家
喊出了“光荣属于奋斗者，让我们一起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前进、前进、再前
进”的口号。区工商联（总商会）副主席、区
青年商会副会长、重庆华亚家私有限公司
总经理肖力力以《坚持以高质量发展 助推
企业腾飞》为题，讲述了公司的发展史，介

绍了公司的发展理念、战略目标等，坚信民
营企业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将不断增
强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并
表示将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
征程上作出自己的贡献。区十七届政协委
员、重庆希尔安药业有限公司财务经理陶
金莲以《尽职履职 勇于担当 有为有位》为
题，向大家介绍了她作为区政协委员为合
川医药企业发展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并就
下一步如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
工作岗位上作出新的贡献谈了打算。

苟勇刚等 4 位先进榜样紧扣主题、体现
内涵、把握精神的宣讲，赢得现场听众的热
烈掌声。工业园区（高新区）15 家企业近
100名党员职工参加了宣讲活动。

为弘扬优秀的传统民俗文化，展示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力量，把党的二十大精神
贯彻落实到基层，2 月 13 日上午，渭沱镇“榜
样面对面”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在白坪
村传统村落广场举行。

“一枚小小的叶粑，展示的是当地的民风
民俗，传承的是当地的传统文化。”宣讲以特
色传统小吃叶儿粑为引，将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叶儿粑的传统制作技术紧密结合，采用现
场制作教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
讲。随后，易氏叶儿粑主要传承人易超群老
人从选材到制作，手把手教学叶儿粑制作技
艺。现场热闹非凡，烟火气里氤氲着文化味

儿，大家在手耳间领会、学习了党的二十大精
神，感受了优秀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感悟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意蕴与实践伟力。

据了解，今年以来，渭沱镇注重“因材施
教”“术业有专攻”组织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
宣讲，根据宣讲特长及知识储备，分领域组
建宣讲队伍，把宣讲团成员“能讲什么”与宣
讲对象“需要听什么”结合起来，切实提升宣
讲实效。下一步，渭沱镇将运用宣讲、舞蹈、
歌曲、传统技艺等多种形式发挥身边好人、
道德模范等作用，让身边人讲身边事，向广
大辖区群众零距离、面对面地传递党的好声
音，让基层群众既“听到”又“听懂”，以文化
力量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鲜”起来、“活”起
来，让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基层

“热”起来。
2 月 15 日，清平镇“榜样面对面”党的二

十大精神宣讲团在清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开展宣讲。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工作
者、重庆市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2021 年度
合川区最美应急人张寅，以亲身经历和多年
的从业感触为引，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引
发群众共鸣，推动精神深入人心。

“作为应急系统的一名工作人员，更能
够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提高公共
安全治理水平，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完
善公共安全体系，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急难
险重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的重大意

义，更能够感受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这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在宣讲
过程中，张寅结合自己基层工作经历及所见
所闻，用一个个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用通
俗易懂贴近群众的语言，对党的二十大报告
进行了讲解，分享了自己对于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领悟。

自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工作启动以来，
清平镇成立“榜样面对面”宣讲团，吸纳第七
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李菊洪、全国
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张寅等数名先进
典型榜样人物参与到宣讲工作之中，深入企
业、农村、社区、学校等地，把党的声音传到
千家万户。

“榜样面对面”宣讲 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声”入人心

渭沱镇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现场 渭沱镇供图

本报讯（记者 刘冰凌）2 月 22 日，
合川区“书香政协”2023 年度委员读书
活动专题会举行。区政协主席叶华出
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区政协副主席明
道贵主持。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读书
活动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政协主席汪
洋关于读书活动讲话精神；传达了政协
重庆市合川区委员会关于印发《政协重
庆市合川区委员会政协委员读书活动实
施方案》的通知；宣读了《政协重庆市合

川区委员会委员读书活动指导组关于设
立第一批政协委员读书活动室的通知》；
书面通报了合川区“书香政协”2023 年度
第一批委员读书荐读书目。

会上，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代表
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交流分享自己读书的
所思所悟，现场气氛热烈、亮点纷呈。区
政协主席会成员还为第一批政协委员读
书活动室授牌，并向委员代表赠送书籍。

叶华说，大家在读书活动专题会上
各抒己见、侃侃而谈，充分展现了政协委

员美丽、自信、精神、活力、进取、旷达、光
彩的形象。广大政协委员要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全
国政协工作部署，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
识读书活动的重要意义。要把“书香政
协”平台当作委员加强品德修养、提高履
职能力的重要手段，通过开展委员读书
活动，提高建言资政水平，更加广泛凝聚
共识。要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市委六届
二次全会精神、区委十五届四次全会精
神结合起来，发挥政协优势，围绕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合川建设履好职。要做好服
务组织，不断丰富活动形式，同步推进线
上线下相结合，将委员读书活动活跃度
纳入年度考核，调动委员读书热情，积极
营造良好读书氛围，以“书香政协”促进

“书香社会”建设。
区政协副主席李云芬、黄立、李文

莉、莫智红、陈颖、朱祎杉，区政协副秘书
长，区政协办公室，区政协各专委会，政
协委员代表，区级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区
政协委员读书活动室负责人参加。

合川区“书香政协”2023年度委员读书活动专题会举行

以“书香政协”促进“书香社会”建设

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2月
18日，由区交通局、四川省广元
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区港航事
务中心承办的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共建长江上游航
运中心嘉陵江流域“水——水
中转”首航启动仪式举行。

当天上午，停靠在合川
石盘沱码头的“兴川江 9 号”
货船完成 600 余吨钢材装载
作业后，与“兴川江 10 号”货
船 一 起 驶 离 泊 位 驶 往 广 元
港，标志着长江上游航运中
心嘉陵江流域在梯级渠化后
第一次采取“水——水中转”
分段运输方式得以实现。

川渝一衣带水，自古一家
亲。草街航电枢纽至重庆朝
天门为 68 公里自然航道，草
街航电枢纽至四川省广元市
为 660 公里渠化航道。石盘
沱码头位于草街航电枢纽以
上，具备 1000 吨级船舶靠泊
能力和港口货物中转条件，地
理位置得天独厚，采取“水
——水中转”分段运输方式能
充分解决现目前草街航电枢
纽上下船舶装载效率不等的
问题，对嘉陵江航运事业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能充分提升港
口运转效率，推动嘉陵江航运
高质量发展，提升船舶在库区
满载运行数量，实现船舶运输
效益最大化。

据悉，在石盘沱码头组
织“ 水—— 水 中 转 ”分 段 运
输方式下，船舶运输效益将
提高 25%，加快嘉陵江航运复苏，促进嘉陵江流
域产业发展，推动合广两地深度融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下一步，两地将进一步深化
合作，携手并进，同心画圆，充分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共同谱写长江上游地区航运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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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盛）2月22日上午，区
委书记郑立伟在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暨“稳进增效”主题年工作专题调研时
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
市委六届二次全会部署和区委全会工作安
排，以开展“稳进增效”主题年行动为抓手，
持续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一号
工程”走深走实，增强辐射带动能力，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努力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中展现合川担当、作出合川贡献。

合川区人民医院急危重症中心项目是
我区建设区域性公共服务中心的重要组成
部分。郑立伟去到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
解项目规划、建设进展、安全生产、医疗设
备配置、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
以前瞻性的观念和全局性的眼光，高水平、

高标准谋划实施好项目建设，推动我区医
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医疗服务需要。要加强项目监管，严把工
程安全关、质量关。要保持紧、进的工作状
态，倒排工期、全力推进，确保项目按时保
质完工。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加快建设区域性公共服务中心，更好发
挥辐射引领作用，惠及更多基层百姓。

重庆优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重庆优宝)是川渝合作(合川广安)生物
医药产业园的重点项目之一。郑立伟去
到重庆优宝自建生产基地，与企业负责
人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企业产业发展方
向、技术研发、厂区规划、市场开拓等情
况。他强调，要积极抢抓发展机遇，立足
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个总抓
手，主动对接服务企业，针对不同行业、
不同企业的特点和需求，打通上下游、完
善产业链，共同谋划产业发展，帮助企业

做大做强，切实营造大抓发展、抢抓发展
的浓厚氛围。要加大科技研发力度，通
过建立技术研发中心等形式，切实提升
企业科技研发水平，不断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以更多实实在在的科技创新标志
性成果引领行业健康发展。要进一步强
化全产业链思维，着力补链延链强链，切
实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重庆针尖内燃机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是合川网络安全城产业传统制造企业转
型升级的代表企业。郑立伟深入企业展
示厅、车间等地，实地了解公司生产经营、
自动化生产、技术创新等情况。他强调，
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科技创新，不断
提高企业智能化、自动化水平，推动企业
向竞争力强、科技含量和产业附加值高的
方向迈进。要加强企业管理，不断改进工
艺，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
企业发展再上新台阶。要不断延伸产业

链条，加强上下游联系，加快形成集群效
应,进一步做大做强产业链。要强化要素
保障，各级各部门要主动提升服务企业水
平，推动服务精准化、精细化，切实助推企
业转型升级，全力推动全区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

龙市镇稻渔综合种养基地是我区实施
的首个高标准农田稻渔综合种养项目，旨
在开展水产养殖试验示范，促进周边群众
增收致富。郑立伟与项目负责人亲切交
谈，详细了解项目实施、利益联结机制建
立、示范带动等情况。他强调，要推动特色
产业提档升级，突出产品特色，提升产品价
值和产业效益。要发挥好项目示范带动作
用，不断优化发展方式，建立完善更加合理
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增加群众收入，推动
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曾荣，有关单位
负责人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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