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菜花海带火乡村旅游
图①3月10日，龙市镇海慧村

的高标准农田里金灿灿的油菜花
盛开，犹如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
引来不少游客游玩，也带火了当
地的乡村旅游。

近年来，龙市镇因地制宜，大
力推进“稻+菜”轮种模式创新油
菜种植方式，积极引导和支持当
地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等经营
主体参与油菜种植，成功带动了
300余户农户参与种植。目前，该
镇种植油菜面积有 8000 余亩，带
动当地100余人次就业。

通讯员 柳红 摄

图②3月10日，游客前往西南
大学合川实验基地观赏油菜花。

通讯员 杨永生 摄

图③近日，位于渭沱镇的西
南大学合川实验基地的 150 亩油
菜花盛开，犹如大地流金。据了
解，该处为西南大学实施的高油
酸油菜新品种全程机械化生产试
验示范项目，技术目标亩产油菜
籽超过 140 公斤。油菜花盛开的
时候，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赏
花。

通讯员 赵超男 摄①①

②② ③③

本报讯（记者 王灿 通讯
员 李梁玉）连日来，钱塘镇以

“露天禁烧”为主题，积极开展
整治农业固体废物露天焚烧
宣传活动，广泛普及大气污染
防治知识和禁止露天焚烧的
相关法律法规，不断营造人人
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鼓励更
多群众积极参与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

活动中，各村（社区）
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向
群众发放露天禁烧秸秆、
杂草、垃圾等宣传资料
3000余份；利用移动小喇

叭循环播放禁烧宣传语音，大
力宣传讲解露天焚烧对人体
和环境的危害；号召广大农民
朋友正确处理秸秆、杂草、垃
圾，拒绝露天焚烧，守护蓝天
白云；呼吁大家环境保护从自
我做起，主动投身到环境保护
的行动中来，争当环境保护和
空气污染治理的宣传者、践行
者和监督者。

钱塘镇

抓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绿水青山绿水青山 美好家园美好家园

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近
日，市应急局“两联一蹲”督导
组来合开展督导检查工作。

督导组一行先后去到草
街航电枢纽、太和镇防洪重点
区域及薄弱环节风险点、渭沱
镇重庆市渝西水资源配置工
程渭沱泵站、云门街道拱桥水
库、双凤镇烟花爆竹库房等
地。通过实地看、听汇报、查
资料等方式对航电枢纽安全
生产、场镇汛前物资储备、应
急预案编制、水库治理、烟花
爆竹仓储安全等内容进行督
导，并对当前工作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指导意见。

督导组要求，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全面贯彻落实上

级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按
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
持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全力做好安全
生产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重点领域抓好风险排查
和隐患处置，坚决杜绝各类
安全事故发生；要全面深化认
识，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盯紧每一个“小隐患”“小
漏洞”，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牢牢把握防范化解安全生产
风险的主动权；要强化应急准
备，不断提升队伍应急救援
能力，全力做好应急物资保
障工作，确保一旦发生安全
事故，能以最快的速度有序、
高效应对。

市应急局督导组来合
督导检查安全生产等工作

3月9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柳川带队去到肖家镇，对该镇
应急体系建设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记者 黄盛 通讯员 谢富春）

政务简报

春回大地，各地忙碌着春耕备耕；一批批重点
项目开工建设，时不我待；民生工程加速建设，施工
现场一派繁忙……靠拼而不靠等、靠干而不靠喊，
这是中国人民质朴的实干哲学。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年春节团拜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靠
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
的未来。”回首过去，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
来的辉煌。展望未来，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依然要靠苦干实干。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
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在人民求解放
的实践中创立，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不断得到
丰富和发展，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
于积极改变世界，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
强大思想武器。

实干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重要体
现。回望我们党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一代代中
国共产党人坚定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大力发
扬实干精神，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创造了
震古烁今的奇迹。毛泽东同志倡导：“唤起工农千
百万，同心干”。邓小平同志指出：“世界上的事情
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大道至
简，实干为要”“伟大事业始于梦想、成于实干”。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自强
不息，为实现伟大梦想而吃苦耐劳、苦干实干。“铁
人”王进喜、“金牌工人”窦铁成、“当代愚公”黄大
发……一个个埋头苦干、忘我奉献的共产党员和
劳动者，一砖一瓦建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雄
伟大厦，一步一步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向
前发展。

实干是成就事业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只有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只有实干才能梦想成真。”党和国家各
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民生福祉不断提高，都要靠发扬实干精
神。新时代，我们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我国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6300美元提升至2022年的1.27万美
元，人民生活水平迈上一个新的大台阶，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
造力显著提升。这些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
出来的。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依然要靠
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深学、细悟、笃行上下功夫，
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各项决策部署，扎扎
实实把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要实干就要脚踏实地，不能陷于空想。谋划事业、设计目标要尊
重实际、遵循规律，不能指望天上掉馅饼，也不能想着一口吃成个胖
子，而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前行。要实干就要有真才实学，不能志大
才疏。要笃实好学，增长真本领，不做表面文章，不耍花拳绣腿，在实
践中积累才干，切忌夸夸其谈、纸上谈兵。要实干就要埋头苦干，不能
好高骛远。要矢志艰苦奋斗，拿出勇气和干劲，只争朝夕，向最难处攻
坚、向最关键处挺进，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期望和
重托。

（据2023年3月13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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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甘晓伟） 近日，由
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主办，区融媒
体中心承办的第八届合川区短视频大
赛召开专家评审会，对终评作品进行
评审，评选产生专业组和社会组作品
奖项。

据了解，本次大赛围绕“时代是出卷
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时代

命题，结合全区开展的“党建赋能·赶考
亮卷”行动，通过拍摄、制作短视频，展
现广大党员干部把岗位作为竞技场，在
状态上提神、工作上提标、落实上提效，
在改革中出新、磨砺中出色、奋进中出
彩和在党的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
生态保护、社会治理、文化繁荣、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新突破

新业绩。
相关作品于2月10日完成征集，共征

集到作品 236 件。通过初评、复评程序，
进入大赛终评阶段作品共计 85 件，其中
专业组作品25件，社会组作品60件。经
过当日专家评审会评选，最终入选专业组
获奖名单作品 11 件，社会组获奖名单作
品37件、组织奖12个。

据悉，获奖作品在今日合川网《第
八届合川短视频大赛》专题网页（http:
//www.jrhcw.com/html/col615666.html）
和本报今日 4 版进行公示，公示期 3 日
（3 月 14 日—16 日），公示期内有异议
的选手可以向组委会提出，组委会在
接到异议之日起 3 日内进行复核，并
将复核结果及时进行反馈。

第八届合川区短视频大赛专家评审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周云）3月11日，合川
区钓鱼城摄影家协会2022年年会在渭沱
乡情展示厅举行。

会议号召广大会员进一步深入基

层、扎根基层，进一步加强与成渝地区
摄影家协会交流协作，用镜头记录合
川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用镜头
记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用镜

头拍摄更多反映时代、讴歌人民的摄
影作品。

会上，合川区钓鱼城摄影家协会向渭
沱镇赠送了反映渭沱镇实施乡村振兴工

作成果的摄影作品。来自合川区钓鱼城
书画协会、合川区儿童画学会、合川区老
年书画协会的书画家陈德川等艺术家与
合川区钓鱼城摄影家协会一道开展文化
惠民服务活动，现场为群众创作书画作
品。

区文化旅游委、渭沱镇及区民间文艺
家协会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区钓鱼城摄影家协会召开年会

本报讯（记者 刘鑫宇）近日，记者从
区工投（集团）公司了解到，该公司全力优
化资产管理、转变营销方式、推动招商项
目落地，持续盘活存量资产。

据了解，区工投（集团）公司创新思
路，全力优化资产管理，根据闲置资产

分类台账，有针对性采取并购重组、转
让出售、招商引资、租赁回租等多种形
式予以盘活，实现有效利用。2022 年，
通过联交所公开出租、招商引资等方式
盘 活 存 量 资 产 91 处 共 34597.28 平 方
米。同时，该公司靠前服务，全力转变

营销方式，主动对接相关企业和单位，
了解住房需求，去年共签订 386 套住房
出租协议，实现闲置资产变现 113.27 万
元。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整体
打造和分散出租相结合的方式，今年将

力争在 4 月底前完成盘古产业互联网+
跨境电商产业园装修并交付企业使用，
促成火车站地下商业盘活，带动周边商
业门市出租。此外，该公司积极对接，
全力推动招商项目落地，维修改造中机
西南和西部服创园厂区，积极对接企
业，促成更多项目落户，今年力争实现
中机西南约 15 万平方米厂房全部租
售。启动南溪组团 6 万平方米的商业配
套提升工程，积极对接运营商，同步开
展前期策划。

区工投（集团）公司

持续盘活存量资产

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3月5日，共
青团合川区委联合共青团武胜县委、肖家
镇团委、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团委共同

开展川渝“河小青”长江上游地区生态保护
行动主题活动，积极引导川渝两地广大青
少年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家园。

当天活动的主题为“同饮一江水·共
护母亲河”，共青团合川区委、肖家镇团
委、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团委相关负责
人及“河小青”青年志愿者代表共80人参
加了活动。活动现场，共青团合川区委、

共青团武胜县委相关负责人作了致辞，共
同宣布活动启动。川渝“河小青”青年志
愿者代表共同发出了“同饮一江水·共护
母亲河”倡议。随后，志愿者们去到石岸
溪河岸（肖家段）开展垃圾清理、问卷调
查、文明劝导等活动，倡导群众树立环保
意识，爱护河道周边环境。

据共青团合川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开展此次活动是为了落实共青团围绕中
心大局、践行绿色生态公益的理念，希望
广大青年志愿者争做生态环保的践行者、
引领者和捍卫者，积极引导身边更多的人
参与到生态环保志愿服务中来，深入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进一步
营造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生态
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

川渝携手开展生态保护行动共建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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