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间三月天，万物生光辉。在这春意盎然、
万物竞秀的美好时节，我们更加怀念那个耳熟能
详的名字——雷锋。“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
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
在全国第60个学雷锋纪念日来临之际，重庆市文
明行为促进月合川区纪念学雷锋60周年活动暨

“红满三江”全民志愿服务行动启动仪式隆重举
行。这对我区进一步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精神、持续深化全民志愿服务意识、全
力营造“人人争做志愿者，人人都是志愿者”的浓

厚氛围有着重要意义。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

为。”三江大地上，志愿行为时时常有、文明之花
处处盛放。文明城区建设中，志愿者们走上街
头开展文明劝导，让文明的“种子”扎根于合川
大地、深植于市民内心；抗疫工作中，志愿者们
义无反顾投身一线，用辛劳和坚守、奉献和汗水
筑牢了抵御疫情的严密防线；抗洪抢险工作中，
哪里有险情志愿者们就冲到哪里，洪水退到哪
里淤清就跟进到哪里，众志成城谱写同心抗洪

的大爱赞歌……新时代的雷锋故事不断演绎
着，新时代的雷锋精神不断发展着。一支支新
时代文明实践队伍，一位位国家级、市级、区级
优秀志愿者，一群群播种文明的“最美合川人”，
将雷锋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转化为果，让

“志愿红”映照三江。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

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地为人民
服务中去！”雷锋同志的话语犹在耳畔，雷锋同志
的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不是一句口

号也不是一场作秀，不在哪一日也不在某一时，
这是一个永恒的时代主题，关键在于常学长做、
真学真做。

“接过雷锋的枪，千万个雷锋在成长。”让我
们铭记雷锋同志的光荣事迹和铮铮誓言，继承
发扬雷锋精神，逐梦前行，紧握人生的“方向
盘”；向善而为，争当为民的“螺丝钉”；勇于担
当，做好时代的“一块砖”。让我们继续弘扬雷
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干一行爱一
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锐意进取、自强
不息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
神，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
体行动，投入到志愿服务中去，在平凡的工作生
活中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合川而团结奋斗。

弘扬雷锋精神 让“志愿红”映照三江
○本报评论员

2月27日，盐井街道许家村，志愿者们清
扫着垃圾杂物；2月28日，涞滩镇二佛村，几名
志愿者沿村巡查露天焚烧行为，宣传大气污
染防治知识；3月1日，双槐镇龙狮村，该镇的

“善行”志愿者深入院落为群众宣讲党的二十
大精神，帮助缺劳户春耕备耕……在春风吹

拂的三江六岸，到处可以看见志愿者靓丽的
身影，他们用各种志愿服务行动践行着雷锋
精神，擦亮了合川的文明底色！

服务群众40余万人次

近年来，合川区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

大，现有理论宣讲、教育服务、文化体育、应
急救援、平安合川等专业志愿服务支队 14
支，红十字会、爱心黄桷树、蓝天救援队、雷
锋的士、民间文艺家协会、餐饮协会等特色
志愿服务队 30 支，部门、镇街、村（社区）、在
合高校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 860

余支，志愿者们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各级阵
地，常态化开展各类活动3.5万余场次，服务
群众 40 余万人次。特别是在“学习贯彻二
十大·文明实践在行动”主题活动中，在志
愿者们的引领下，全区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

在重庆新时代文明实践云平台上，合川
区注册志愿者 16.2 万余人，有志愿服务时长
记录近11万人，志愿者们在学习实践科学理
论、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
丰富活跃文化生活、持续深入移风易俗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下转2版）

志愿服务擦亮三江六岸文明底色
——合川区志愿服务综述

○记者 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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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刘冰凌）3 月 1
日下午，区委副书
记、区长姜雪松主
持召开区政府第
38次常务会议，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李克强总理
关于内蒙古阿拉
善左旗一露天煤
矿坍塌事故指示
批示精神及全市
安全生产系列重
要会议精神，审议

《加快推进重要项
目规划和自然资
源审批保障工作
方案》。

会议指出，习
近平总书记、李克
强总理关于内蒙
古阿拉善左旗一
露天煤矿坍塌事
故指示批示要求，
对各地都具有强
烈警示作用和重
要指导意义。要
认真学习领会、抓
好贯彻落实，及时
识别、及时管控、
及时处置各类风
险隐患，做到守土
有责、守土尽责，
为全国“两会”胜
利召开营造安全
稳定的政治社会
环境。要切实抓
好安全生产各项
工作，举一反三对
煤矿、非煤矿山、
道路交通、建设施工、消防火灾、危化品等
重点行业领域潜在风险隐患开展全面排
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行
为，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持续推
进应急管理基层基础建设，加强应急值守，
强化应急演练，严格执行领导带班查岗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做好应急物资储备，时
刻保持应急状态，确保一旦发生事故险情，
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到有力、有序、有效应对
处置。

会议强调，贯彻落实好《加快推进重要
项目规划和自然资源审批保障工作方案》
是优化政务服务质量，支持市场主体高质
量发展，增强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举措。
要认真贯彻上级政策，完善工作机制，落实
责任单位，强化服务保障，紧紧围绕企业用
地等实际困难，放宽存量土地盘活和利用
条件，加强资源要素支撑，精准支持项目建
设，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要按照“能批尽
批、能快尽快”原则，采用并联审批、容缺受
理等方式提高审批效率，进一步推动减要
件、简环节、优流程、压时限，切实破解当前
用地保障中存在的堵点难点，最大限度为
企业和项目单位降低时间成本、经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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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讯（记者 张珺）3月1日上午，市
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传达学习党的二
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
议并讲话。

胡衡华、王炯、张轩，市委常委，市人大常
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等出席。

袁家军指出，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是迈
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党的二十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中央政治局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
届一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
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各项工作迈出新的步伐。成绩的取得，充分
展现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高超的政治智慧和
卓越的领导能力，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领袖风范、统帅威望、为民情怀，再次证明
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两个维护”的
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
对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政治再动员，
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理论再升华，是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
再激发。全市上下要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以
来党和国家事业展现的新气象、取得的新成
效，更加坚定自觉地拥护“两个确立”、做到

“两个维护”，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决策部署上来，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

袁家军强调，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研
究部署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
求，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要认真领会落实党
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部
署，深刻领会把握机构改革的重大意义，深
刻领会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
职能持续完善、迭代升级取得的成效和经
验，深刻领会把握机构改革的根本目的，深
刻领会把握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要在领
会实质、结合实际、落到实处上下功夫，推动
我市机构改革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
指引的方向前进，推动党对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领导在机构设置上更加科学、在
职能配置上更加优化、在体制机制上更加
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更好推动党
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思想、重大战略、重大
举措落实到位。

（下转2版）

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 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袁家军主持并讲话 胡衡华王炯出席

活动现场 记者 李文静 摄

本报讯（记者 李文静）3月2
日上午，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月
合川区纪念学雷锋 60 周年活动
暨“红满三江”全民志愿服务行动
启动仪式在区人民广场举行。区

委书记郑立伟致辞并宣布行动启动。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姜雪
松，区政协主席叶华，市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蒋大权，区委副书记谢
东参加。

郑立伟说，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加强精神
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全民志愿
服务行动的启动，既是全区上下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展学雷
锋活动重要指示精神的务实行动，也标志着合川志愿服务工作进入
了新阶段，精神文明建设开启了新篇章。希望全区人民主动以典型
为范，向先进看齐，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争当
雷锋精神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传播者，让“红满三江”成为合川最
鲜亮的标识、最温暖的底色、最流行的时尚。

郑立伟强调，要坚持以雷锋精神为动力，持续激发全社会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汇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的强大合力。要坚持以雷锋精神为引领，不断丰富拓展
学雷锋活动的平台载体，创新志愿服务的形式，打造更多志愿服
务品牌、提供更多志愿服务项目，进一步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下转2版）

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月合川区纪念学雷锋60周年活动
暨“红满三江”全民志愿服务行动启动

郑立伟致辞并宣布行动启动 姜雪松叶华参加

志愿者在行动志愿者在行动
之

共建全国文明城区共建全国文明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