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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彭光瑞 通讯员 连宏宇）
8月8日，由中建隧道建设公司承建的轨道交通1号
线尖璧段缙云山隧道工程顺利贯通，为打通主城与
璧山的轨道交通快捷通道奠定了基础。

轨道交通 1号线尖璧段总投资 25.87 亿元，
起于地铁 1 号线尖顶坡站，穿越缙云山至璧山
站，线路全长5.6公里，设车站1座、维修场1座，
与地铁1号线贯通运营，将璧山与主城解放碑一
线直连。其中，缙云山隧道长 3.7 公里，地质复
杂，施工风险高，是尖璧段顺利通车最为重要的
环节之一。

据介绍，未来轨道交通1号线尖璧段建成通车
后，璧山区到大学城将只需5分钟，璧山到主城沙坪
坝商圈将只需30多分钟。

地铁地铁11号线缙云山隧道贯通号线缙云山隧道贯通
未来璧山到主城商圈最快半小时抵达未来璧山到主城商圈最快半小时抵达

8月8日，轨道交通1号线尖璧段缙云山隧道贯通。 记者 张锦辉 摄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 实习
生 文一普）“我俩在餐馆干了两天就
被辞退，老板一分工钱不给，有这个道
理吗？”“我们店的规矩是：实习期间没
有薪水。这钱，我不该给。”8月8日，两
名年轻女子和一家餐馆老板找到渝北
区龙山街道余松路社区“和为贵调解
室”，请老法官陈和初评评理。

今年64岁、有着40多年党龄的陈
和初在余松路社区小有名气。他原是
巫溪县法院审委会委员，退休后搬到渝
北居住。2016年 8月，热心的陈和初
公开竞聘社区专职网格员，凭着近30
年老法律工作者的“技能”优势，被龙山

街道聘为“和为贵调解室”的人民调解
员，开始了朝九晚六的调解工作。

邻里漏水引发纠纷、家庭争吵不和
睦、小区养鸡养鸭扰民……翻阅陈和初
的工作记录，会看到很多这样“鸡毛蒜
皮”的小事。“解决不好，就成了大事”，
他说。

不久前，居住在辖区的一位老人找
到陈和初，含泪控诉楼上地板松动，住
户一步一个噪音，吵得有心脏病的她无
法入睡。

前往老人家中实地了解后，他核实
到对方所言非虚。这一次，陈和初把调
解现场搬到老人家里，与社区物管一起

通知楼上住户来解决问题。
“你听，楼上走动的声音的确比较

大，这个干扰对普通人来说都受不了，
更何况楼下这位老人家有心脏病，万一
导致她心跳迅速加快，后果就严重了。”
陈和初对楼上住户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当天调解成功，楼上住户同意第二
天就着手重装卧室木地板。

陈和初告诉记者，之所以调解成
功，应该得益于他是本辖区人的“区位”
优势、近30年老法官的“经验”优势，以
及他设身处地、尽心尽责的“性格”优
势。

陈和初还有一个“降火妙招”：“进行

调解时，我一定安排双方先坐下，喝口
水。别看这一不起眼的举动，其实是压
住双方火气的好办法。双方能够坐下说
话，梳理问题就有了一个好开端。”另外，
在调解的过程中，陈和初一定让一方谈
完另一方再谈，这样就能保证双方不会
因为言辞激烈又产生争执。

“以前，我们社区物业纠纷多、商业
纠纷多。”余松路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在这个商业、人口密集的老城区社
区里，“和为贵调解室”在居民自治层面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坐镇调解室
一年时间里，陈和初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40余起，每一起都以圆满和解收尾，同
时提供法律咨询80余次。一年下来，余
松路社区矛盾纠纷比去年同期下降三
成。

记者还了解到，在“和为贵调解室”
试点成功的基础上，渝北区龙山街道拟
广邀退休法律工作者参与基层社会治
理创新。

老法官坐镇“和为贵调解室”

余松路社区矛盾纠纷一年下降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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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市委组
织部近日召开部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
和全市迎接党的十九大安全稳定工作
会议精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曾庆
红要求，全市组织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当前首要的政治任务，把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作为当前重大的政治责任，
集中精力做好当前各项工作，以出色优
异的工作业绩向党的十九大献礼。

曾庆红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进
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决把思想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
精神上来，统一到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这件大事上来，切实用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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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庆红要求，要忠诚履职尽责，按
照中央和中组部的部署，按照市委提
出的新要求新任务，对标对表正确干、
层层负责担当干、善作善为务实干、强
化督查推动干，扎实抓好“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中央巡视“回
头看”问题整改、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组织系统安全稳定等当前各项组织工
作，以新业绩新气象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曾庆红在市委组织部机关干部职工
大会上要求

提高政治站位 忠诚履职尽责

本报讯 （记者 李幸）8月8日，
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
派人士代表暑期谈心交流会在江津区
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陶长海出
席会议并讲话。

陶长海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26”
重要讲话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提
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
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为不断开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提供
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市统一
战线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把讲
话精神贯彻到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
础、推动统一战线事业发展的全过程

和各方面。
陶长海要求，广大统战成员要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进一步统一思想、
凝聚力量，聚焦中央和市委重大决策
部署，大力开展议政建言，积极促进“两
个健康”，着力搞好引资引智，切实服
务民生改善，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以
团结和谐的政治局面、积极向上的精
神状态、出色优异的工作业绩、安全
稳定的社会环境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

王新强、吴刚、沈金强、陈贵云、杜
黎明、张玲、李钺锋、涂建华、刘云艳、任
红等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
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会议并发言。

陶长海在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暑期谈心交流
会上指出

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
推动形成服务重庆改革发展强大合力

本报讯 （记者 何清平 通讯
员 李政）“本人郑重承诺：将严格遵
守《中国共产党章程》，自觉执行《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始终做到
清正廉洁、严于律己……”8 月 4 日
晚，武隆区人力社保局党组书记、局
长肖朝旭在武隆电视台向公众作出
公开廉政承诺。

据悉，自8月4日起，武隆区电视
台在武隆新闻联播之后推出《风清武
隆》专栏，26个部门负责人和26个乡
镇党委书记将陆续在节目中“亮相”，就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向全区人民公
开承诺，并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栏
目刚一开播，便在全区引起广泛关注，
成为干部群众每天收看的热点。

“让‘一把手’在电视上公开廉政承
诺、接受社会监督，体现了区委狠抓党
风廉政建设的信心和决心。”该区纪委
负责人说，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形式，
进一步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强化各级党
委（党组）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意识，
种好“责任田”。同时也是进一步增强
党员领导干部的纪律意识，带头遵守和
执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重要举措之
一。

此举也让“一把手”们普遍感受到
了压力。“今后我的一言一行都在全区
人民的监督下，明显感到压力更大了、
责任更重了。”该区行政服务中心管理
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冉锵凤说，“我将
严格遵守承诺事项，一定说到做到，并
自愿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据悉，为确保“一把手”们“说到做
到不放空炮”，武隆区还将对‘一把手’
践诺情况开展现场评议和问卷调查，其
结果纳入乡镇、部门年终目标考核。

武隆区52名“一把手”亮相电视

作出公开廉政承诺
本报讯 （记者 周勇 颜安）良

好的生态环境，已逐渐成为綦江旅游
业的最大优势。记者近日在綦江区采
访获悉，该区围绕自身特色打造“养
生、养老、养心”的“三养”品牌，形成了
古剑山、横山、万隆等旅游度假区，今
年该区已接待游客485万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15.5亿元，双双实现大幅
增长。

据悉，綦江拥有海拔800米黄金养
生线上的资源面积536平方公里，可开
发用地 170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
85%以上，立体气候适宜四季度假养
生，是距离重庆主城最近的高山避暑
休闲资源富集地区之一。

为此，该区围绕自身特色打造“三
养”品牌，尤其是在海拔800米以上的
高山大力发展避暑休闲度假，培育形
成了古剑山、横山、石壕万隆、郭扶高
庙等高山旅游度假区，因地制宜发展
乡村旅游扶贫，让过去偏远贫困的落
后地区成为了发展旅游的“主战场”，
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带来了新的机
遇。

与此同时，该区还持续开展春夏
秋冬四季旅游养生季活动，积极引进
主题游乐项目，创新开发文化演艺产
品，不断完善道路、饮水等基础设施，
既服务了游客，又改善了当地群众的
生产生活条件。

綦江围绕自身特色打造“三养”品牌

相关新闻>>>

（上接1版）深入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基本方略，统筹抓好各项民生社会事
业。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情况，解放
思想、锐意进取，与时俱进地完善发展
思路、行动方法、工作抓手、政策措施，
保持工作的开拓性和创新性。要认真
查找短板，聚焦重点发力，一件一件抓
好落实，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向前推进，
敢作敢为、善作善成，靠作风吃饭、拿实
绩说话，以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
幸福指数。

以出色优异的工作业绩迎接十九
大，要以实绩惠民生。群众是真正的英
雄，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党和政府做一切
工作出发点、落脚点都是让人民过上好
日子。”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一切为人
民打算、共同为小康实干，最大限度凝
聚民力、最大程度保障民生，让发展实
绩更有“温度”，让惠民答卷更有“厚
度”。要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民生工
作、像落实发展指标一样落实民生任
务，通过不懈努力、不断改善民生，让人
民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
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
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
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
生活。以实绩惠民生，必须坚持实事求
是、求真务实，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扩大惠及面，提高精准度，实实在在
地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让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
有更多获得感。

以出色优异的工作业绩迎接十九大

（上接1版）
随后，徐松南一行来到龙兴工

业园调研天骄航空动力产业基地一
期建设情况，与企业员工深入交流，
并前往博奥生物有限公司了解企业
发展情况。徐松南表示，发展航空、
生命科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加

快建设国家重要现代制造业基地的
重要举措，企业要充分发挥创新对产
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围绕市场
和产业发展需求，加快技术和项目
研发，研制出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
产品。

市政协秘书长秦敏陪同调研。

发挥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

重报集团中央厨房 出品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通讯
员 张皓）“针对企业的需要开展生动贴
近的专题党课，让我们受益匪浅。”近日，
荣昌区达标电子公司党支部书记杨华参
加该区“百堂党课进企业”活动后感慨地
说。从今年6月起，荣昌区委组织部抽调
100名骨干党员组成25个工作组，深入
当地辖区为非公企业员工讲党课。

在荣昌高新区，党课围绕企业转型、
技术研发和品牌推广等主题展开，讲解
党组织和党员如何在其中发挥引领作
用；在科技微企园，工作组针对小微企
业、互联网企业，主要讲创新创业、项目
申报、人才服务等。目前，荣昌区“百堂
党课进企业”活动已开展93场，共有
2500多名非公企业党员和企业主参与。

荣昌区开展“百堂党课进企业”活动

7月28日清晨8点，尽管刚刚日
上竿头，但綦江区石壕镇万隆村街上
已是人头攒动。场镇上的王志南农
家乐里，不算小的餐厅被各方宾客挤
了个水泄不通。老板王志南乐了：

“今天已经卖了50多碗面，收入400
多元。”

不远处，一场激烈的篮球赛正在
村小学举行，对阵双方是石壕镇政府
代表队和贵州省习水县仙源镇毛坪村
代表队。双方赛事激烈，观众不时发
出叫好声……

这个距离綦江城区80余公里、
“一脚踏三县”的偏远山村，在当地“旅
游+扶贫”的政策推动下，正迎来发展
的黄金时代。

往日的贫困村成为“香饽饽”

7 月 27 日，主城日间气温高达
40℃，记者驱车赶往万隆村采访。
37℃、36℃、35℃……随着海拔的不
断上升，车上显示的室外温度不断下
降。两个多小时后，当记者抵达海拔
1400米的万隆村时，车外温度已滑落
至26℃，凉风拂面，沁人心脾。

走进村子，一幢幢红墙青瓦的小
楼，一条条干净整洁的街道，黑油油
的公路穿境而过，房前屋后鲜花盛
开……可谓处处皆景，散发着世外桃
源般的自然之美。

“这些房屋的外立面是才打造
的。”石壕镇负责人李凌说，“场镇就要
有个场镇的样子，得给游客留下好印
象。”

以前，万隆可不是这个样子。“有
女不嫁万隆山，天晴落雨把门关。一
天三顿沙沙饭，肚皮烤起火斑斑。”这
个在当地流传甚广的俗语，说的就是
以前万隆的真实情景。

穷，曾是万隆的显著特征。当地
曾有6座煤矿，在前几年红火一时。
后来，这些小煤矿关的关、停的停，老
板拍屁股走人，给村里留下烂摊子：采
空、沉陷、缺水、矽肺病，以及产业空
心。

说起以前的交通状况，从上世纪
90年代就开始搞运输的村民杨茂开
滔滔不绝。“以前，我的车子一开出村，
别人都晓得是万隆村的车来了。为
啥？因为实在是太脏了！”杨茂开说，

过去村里盛产煤炭，马路上几乎都是
运煤的车，路窄、路烂，到处是灰尘、泥
巴。“脏”，成了万隆村车子的标志。

正因为如此，万隆村如何脱贫曾
令当地干部无比头痛，被视为“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

而现在，得天独厚的海拔优势，成
为万隆村脱贫的“信心指数”。村干部
了解到，近些年来，每到夏天，重庆主
城数十万人便像候鸟一般寻找清凉之
地，仙女山、黄水甚至贵州桐梓，每年
都人满为患。村干部便琢磨：距离重
庆主城更近的万隆村，何不利用自身
优势，打造高山避暑纳凉之地！

村里思路确定后，区镇相关部门
给予了大力支持。大家劲往一处使，
全力挑战“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经过
几年的砥砺奋进，万隆村变样了！

现在的万隆村，公路硬化了，有了
便民服务中心，4500平方米旅游停车
场及观景平台、垃圾箱、旅游公厕等各
项公共服务设施正在逐渐完善……

李凌说，加上区里大力宣传，万隆
村的名气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城里人
的“香饽饽”。预计今年，自驾前往车
辆可突破6万台次，接待游客超20万
人次。

“旅游+扶贫”凸显效益

旅游是富民经济，游客的纷至沓
来，受益的自然是村民。

7月28日上午10点，记者来到万
隆村三社的听风吟农家乐。刚下车，
围着围裙的老板陈坤龙便迎了出来。

陈坤龙曾是该村41户建卡贫困
户之一，过去为了供孩子读书，不得不
下井挖煤，落下一身病。村里开始发
展旅游扶贫后，他响应号召，借钱建起
了农家乐。听风吟农家乐有22个房
间，可以住44人。目前，陈坤龙的生
意不错，一月的毛收入达两万元，“我
正盘算如何把农家乐规模再整大点！”

说话间，一辆小汽车开了进来。
原来是有人来提前预订明年的床位，
一张口就是10个房间。这让陈坤龙
喜出望外，“看、看，一定要尽快把规模
扩大！”

47岁的王富强是村里出了名的
贫困户，以前他靠着20亩玉米地，艰
难养活一家人。万隆村的乡村旅游发

展起来后，他家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我种了半辈子玉米，现在才
真正尝到玉米的‘甜’了。”他告诉记
者，以往，自家的玉米只能卖到6毛钱
一斤，而现在每斤可卖到2元左右，仅
仅靠着种糯玉米年收入就有10万元
了。“下一步，我准备轮番播种糯玉米
和蔬菜，实现土地利用最大化。再养
点山羊，实现致富目标。”

乡村旅游的火爆，也吸引了外来
投资者。记者在村便民服务中心对面
看见，原本只是一家搭着棚子的小农
家乐，现在变成了“美食煮意”餐厅。
中午时分，这一能容纳30桌客人的餐
厅竟然满座。“周末人更多，中餐和晚
餐都要翻台，一个月的营业额约30万
元。”老板罗成是九龙坡人，因为看好
万隆村的发展前景，遂投资180万元
建起了这间餐厅。

目前，万隆村的农家乐已有 75
家，约 80%的农户吃上了旅游饭。

“2014年，万隆村人均纯收入仅2983
元，今年将达到1.5万元左右。”李凌介
绍说。

着力打造乡村旅游“升级版”

几个月前，镇里安排镇旅游办主
任令狐克君兼任万隆村党总支书记。
上任后，令狐克君在走访过程中发现
了乡村旅游的一些“短板”：交通仍有

瓶颈，景区相对单一，亟待引进更多参
与性、体验性的项目，丰富旅游内容，
打造乡村旅游“升级版”。

前几日，万隆国家标准示范自驾
车露营地开业。营地住宿按照类型分
为房车、集装箱、小木屋、水泥桶、特色
帐篷等5种，目前可以容纳300人住
宿，未来还将扩展到700人。这个露
营地，给万隆村的游客增加了除农家
乐之外的另一个住宿选择。

“我们正在开发神鹰山景区，在景
区修建溜索、玻璃栈道等设施，并积极
引入跑马场、卡丁车、狩猎场等，丰富
游客体验。”令狐克君说。

此外，万隆村的旅游范围也将进
一步扩展，有望和周边连成一片。记
者在四社采访时，几个村民正在喋喋
不休地讨论着什么问题。原来，四社
距离村委会较远，紧挨贵州夜郎镇，四
社村民看到街上的村民搞旅游挣了
钱，也想发展旅游，便有了提高通社公
路等级的想法。

“贵州夜郎镇每年的游客很多，如
果能建好旅游公路，我们两地可以实
现景区联营、资源共享，共同受益。”令
狐克君说，下一步，村里将积极争取资
金修建公路，让乡村旅游逐渐扩大到
全村，让更多村民受益。

綦江万隆村实施“旅游+扶贫”

昔日贫困村迎来发展黄金时代
本报记者 周勇 颜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