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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就是冲刺起步就是冲刺 开局就要争先开局就要争先

小沔镇党委书记江琴表示，小
沔镇将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合川这一新目标、新要
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
发展格局，持续开展“党建赋能·赶
考亮卷”行动，聚焦“稳进增效”主
题年行动要求，坚持党建引领绿色
转型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合美”
新小沔。

以富民强镇为目标，以场镇品
质提升、农村面貌改善、群众收入
提高为抓手，以实干加创新为方法
路径，全力推进“滨水休闲精品镇、
三治融合示范镇、乡村振兴特色
镇”建设。

聚焦“一主两辅”，推动小米花
生科学密植，生态茶叶升级提质，
打造小沔产业矩阵，实现强镇富民
目标。加快推动“大江大河”堤防
整治项目、老旧小区改造、弱电管
线入地等项目建设，实现场镇品
质提升；围绕商贸服务中心建设，
完善周边服务配套设施，拓展渠
江广场综合功能，着力提升场镇建

设管理服务水平。扎实推进金土
村、鼎罐村基层阵地建设，有序实
施院落改造、农村立面改造项目，
继续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推动农村
面貌改善。依托市级乡村旅游重
点村李湾村，支持小沔大峡谷创建
国家3A级旅游景区，格林曼向文旅
综合体方向发展，助推小沔镇经济
发展。

切实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
组织功能，持续擦亮“老兵说法团”

“格格服务队”“三江歌舞团”等基
层治理名片。重塑小米花生、星田
茶叶等“八大鲜+”特色品牌，实现
一、二、三产高质量融合发展。

全力打造“合美”新小沔
——访小沔镇党委书记江琴

○记者 李文静

钱塘镇党委书记查春玲表示，
区委有号召，钱塘必行动，钱塘镇将
以“党建赋能·赶考亮卷”行动为总
抓手，坚定不移贯彻落实“稳进增
效”主题年行动工作部署，锁定发展
目标不动摇，立足“三个定位”，谋划
十项重点任务、推进九项亮点工作、
落实十项民生实事，全面推动经济
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奋力书写“边城
红乡·大美钱塘”建设高质量答卷。

积极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新优
势。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大
力发展以汽摩配为主导的“1+N”产
业集群，打造川渝交界线上中小企
业集聚的综合性园区；持续壮大“4+

N+3”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重点推
动“高粱、柑橘、雪梨、稻虾生态米”
及“钱塘老酒、钱塘小龙虾、陡口子
菜油”等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稳步
推进“两区一点一线”乡村旅游走廊
和“金子沱”红色地标，奋力打造乡
村振兴样板，力争成为合川北部经
济发展的发动机。

全面构建营商环境新高地。持
续推进政务服务改革，充分发挥综
合优势，开创新招商机制，持续提升
招商引资质效；密切“亲”“清”政商
关系，实行班子成员包企业、干部化
身“店小二”，提供“保姆式”精准化
服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落实

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进产教融合发展，搭建“企学”双
赢新平台。

着力改变城乡发展新面貌。坚
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
局”，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全
力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工作；持续优化城镇布
局和形态，梯次推进农村聚居点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城
乡供水一体化管网及水厂回购；启
动场镇雨污分流工程、公共停车场
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补齐农村基
础设施短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擦
亮城乡融合幸福底色。

奋力书写“边城红乡·大美钱塘”建设高质量答卷
——访钱塘镇党委书记查春玲

○记者 刘冰凌 通讯员 徐小涵

各位委员：
受区政协常委会委托，我代表政协

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

2022年工作回顾

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重要里
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谋
划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宏伟蓝图。一年来，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学习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共
合川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发扬民主和
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
双向发力，以新时代赶考者的精神状态和
工作干劲，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职能，通过一份份紧扣发展的提
案、一场场深入细致的协商、一次次发自肺
腑的建言，做到政治协商有能量、民主监督
有质量、参政议政有分量、凝聚共识有力
量，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助推发展中彰
显政协担当，实现了十七届区政协事业的

良好开局。
一、切实把“两个确立”政治成果转

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
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迈出新步伐

一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政协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为引领，建立完善区政协
党组每月一研讨学习、主席会每月一专
题学习、主席办公会每周一固定学习、政
协常委每季度一集体学习、全体委员每
半年一集中学习的“五个一”学习机制。

“第一议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

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82次，引导政
协委员和机关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四卷。集中研讨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的重要思想、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市县政协工作的意见》及
区委的工作要求，组织政协工作者、政协
委员在线参加全国政协第139期干部培
训班暨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市县政协工作
专题研讨班。党组班子和主席会成员以

“在政协履职中践行正确政绩观”等内容
为主题开展集体研讨7次。 （下转2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2023年2月7日在政协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政协重庆市合川区委员会主席 叶华

本报讯（记者 刘鑫宇）3 月 1 日上
午，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主任
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程卫主持

会议。
会议决定了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次会议相关事宜；听取了区人大常委

会办公室关于区人大常委会2023年工作
要点起草情况的汇报、区人大常委会人
代工委关于区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重点

代表建议情况的汇报。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皎、刘良金、

张烈出席会议。

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主任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黄盛）3月1日下午，合
川区“领导干部上讲台”暨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区委宣讲团报告会在重庆移
通学院举行，区委宣讲团成员、区委书记
郑立伟向广大师生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他强调，要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增强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主
动性，坚持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
系实际学，真正做到入脑入心，持续推动
学以致用，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
事业发展的前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合川贡献力量。

郑立伟指出，去年10月，我们党召开

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历
史性盛会，对我们国家发展、民族未来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
政治任务，全区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坚决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紧紧围绕“五个牢牢把握”
的重要要求，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好、
贯彻好、落实好，坚持学以致用，紧密联
系各自实际，找准自身定位，不断巩固学
习成果，持续夯实思想理论基础，切实把
学习成效转化为理论指导实践、推动事
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郑立伟强调，要全面学习准确领会党
的二十大精神，切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
脑入心。要加强对党的二十大的主题、主
要成果，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伟大
变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目标任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
治党以及应对风险挑战等内容学习，全
面、系统、深刻理解党的二十大精神，努力
在笃学中把握精神实质、在笃信中拧紧思
想开关、在笃行中确保精神落地生根。

郑立伟强调，要深学笃行党的二十
大精神，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合

川。要把握新合川建设的历史方位和区
域定位，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殷殷嘱托上取得新成效，在不断深化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学习上取得新认识，在一体领悟、一
体践行“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上取得
新成果，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作出新贡献，在
全国、全市高质量发展版图中争取新地
位，在让人民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
求中有实实在在的新感受，在深入推进
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中展现
新气象。 （下转2版）

郑立伟在重庆移通学院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时强调

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合川

““稳进增效稳进增效””主题年主题年
———一把手话担当—一把手话担当

本报讯（记者 刘亚
春）2月28日上午，区委宣
讲团成员、区委副书记、区
政府区长姜雪松到南津街
街道开展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专题宣讲。姜雪
松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
任务，要学深悟透党的二
十大精神实质，勠力同心、
团结奋斗，不断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在合川生动实践
的崭新篇章。

姜雪松紧扣党的二十
大报告原文，从党的二十
大的主题和主要成果、过
去5年的工作和新时代10
年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
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
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应对风
险挑战7个方面，结合自
身学习体会，对党的二十
大精神进行了系统解读和
全面阐释。

姜雪松强调，要通过
全面、系统、深入学习党的
二十大精神，准确领悟其
中的重要观点，系统把握
其中的科学方法，深刻汲
取其中的精神实质。要坚
持把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与推动合川工作、解决实
际问题相结合，以更高标
准、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推
进“稳进增效”。要紧盯推
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充分发扬主人翁精神，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合川。

姜雪松要求，南津街
街道作为合川中心城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更
新提升的“主战场”，要认
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从
经济、文化、民生、生态环
保和安全稳定5个维度对
城市工作提出的明确要
求，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
作出的系列部署，坚决落
实区委、区政府制定的工
作举措，努力建设人民满
意城市，将党的二十大精
神转化为建设现代化区域
中心城市的具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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