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新强（民革重庆市委会主委）：中共重
庆市委召开五届四次全会，主题鲜明，聚焦深
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肃清
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加强
法治和德治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
生态，针对性地出台3个意见，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为更好地把中共十九大精
神和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
提供了坚强保证。民革各级组织要把学习传
达贯彻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切实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上来，统一到这次全会的部署要求上来，充
分认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
毒的严重危害，毫不含糊地坚决肃清；通过加
强法治和德治教育，明理想信念之大德、守一
心为民之公德、严约束个人操守之私德，为营
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做出应有的努力
和贡献。要继续把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和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引向深入，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决维护总书记
的核心地位，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
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结合纪念中共中央
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民革成立70周年等
活动，深入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
进”主题教育活动；紧紧围绕总书记“两点”定
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的要求，
切实转变作风，深入调查研究，为推动重庆各
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建良言、献良策。

吴刚（民盟重庆市委会主委）：全会旗帜鲜
明讲政治、坚决维护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出台了3个重要文件，研究部署了营造
良好政治生态、加强法治和德治建设等工作。
这充分体现了中共重庆市委班子坚定的政治
自觉、极高的政治站位和政治能力，体现了中
共重庆市委彻底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

来、王立军流毒的坚强决心，对形成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确保各级中共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一切行动听党中央指挥、向总书记看齐，
确保重庆所有工作部署都以贯彻中央精神为
前提，确保重庆各项事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正
确方向前进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使我们对
重庆未来风清气正、海晏河清的政治环境和政
治生态充满信心。民盟重庆市委会坚决支持
和完全拥护！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
熙来、王立军流毒，维护良好的政治生态不分
党内党外，作为党外干部，加强法治和德治建
设、加强政德建设责无旁贷。民盟重庆市委会
将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坚决贯彻、坚决落实好
中共重庆市委五届四次全会精神，引导全市民
盟组织和广大盟员深刻认识肃清工作的重要
性紧迫性，加强教育引导、注重破立并举、抓住

“关键少数”，把肃清工作抓好抓落实；通过学
习贯彻，让广大盟员拥有更高更强的政治意
识、政治觉悟、政治境界、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
别力，做到与时代同步、与社会主流同步、与人
民同步。

沈金强（民建重庆市委会主委）：中共重庆
市委五届四次全会研究部署加强法治和德治
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充分体
现重庆全面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特别是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站位
高、定位准、行动快、落点实，必将进一步统一
思想、鼓舞干劲，更好地凝聚起把中共十九大
精神和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
上的磅礴力量。方向对了，不怕路远。民建重
庆市委会坚决拥护，将按照政治要坚定、履职
见成效、本领需高强、贡献出实招的自我要求，
积极响应、认真落实本次全会精神，从政治上
把握全会的深刻内涵，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时时处处事事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增强忠诚核
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的政治、思
想和行动自觉；从全局形势把握工作重点，破
立并举，全面彻底干净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
薄熙来、王立军流毒，当好良好政治生态的建
设者和捍卫者；从长远战略加强自身建设，紧
紧围绕总书记“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
和“四个扎实”要求，狠抓会员领导干部政德建
设，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让“坚持法
治、反对人治，既要讲法治，又要讲德治”的要
求深入人心、融入到工作中，发挥联系经济界
的特色优势，履行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地方组织职能职责。

陈贵云（民进重庆市委会主委）：全会就深
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总书记
视察重庆重要讲话和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
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
熙来、王立军流毒，加强法治和德治工作，营造
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作了重要部署，为更好地把中共
十九大精神和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
庆大地上提供了坚强保证，也为民进的工作指
明了方向。民进重庆市委会要按照此次全会
的部署，结合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
进”和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重庆民进

成立60周年等专题教育活动，组织广大会员
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增进“四个认同”，践行“四
新”要求；认真对照十个“负面清单”和十个“正
面清单”，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
王立军流毒；认真学习贯彻遵守新宪法、政协
新章程、民进新会章，形成依法参政、依法履职
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不
断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紧紧围绕总书记“两
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要
求，紧扣我市实施“三大攻坚战”和“八项行动
计划”，进一步发挥好参政党的职能作用，为推
动重庆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作出应有的贡献。

杜黎明（农工党重庆市委会主委）：此次全
会主题鲜明，时机重要，意义非凡，影响深远。
农工党重庆市委会将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抓
好落实，组织农工党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深刻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
重庆市委五届四次全会精神，强化旗帜引领、
强化核心凝聚，把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
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要求，坚决维护中共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夯实团结合作共同的思想政治基
础。要加强教育引导，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扶
正祛邪，全面彻底干净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
薄熙来、王立军流毒；紧紧围绕总书记“法安天
下，德润人心”的要求，坚持法治反对人治，提
高德治建设水平特别是领导干部政德建设水
平，强化责任担当，坚持率先垂范，做到明大
德、守公德、严私德和忠诚、干净、担当；深刻领
会全会关于抓兑现落实的工作部署，团结一
致、沉心静气，围绕落实总书记给重庆提出的
目标要求，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实施“八项
行动计划”，深入开展“兴调研转作风促落实”
行动，突出问题导向，注重精准施策，做到参政
参到点子上、议政议到关键处；充分利用农工
党中央在渝举办第十三届中国生态健康论坛
暨农工党中央与中共重庆市委合作20周年纪
念活动契机，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献计
出力，为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贡献智慧
和力量。

张玲（致公党重庆市委会主委）：此次全会
是在我市重整行装再出发的关键时刻召开的
一次重要会议。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和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
时重要讲话精神，就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
生态，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
立军流毒，加强法治和德治工作，做出了重要
部署，充分体现了中共重庆市委全面从严治
党、除毒务净的政治担当和坚定决心，必将对
营造重庆良好的政治生态、凝聚起加快发展的
强大合力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致公党重
庆市委会将及时组织全体致公党员认真学习
领会中共重庆市委五届四次全会精神，通过学
习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
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要以党为师，切实加强党内监督，在党派内

干部选拔使用中严格政治标准，聚焦“关键少
数”，形成“头雁效应”，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坚决
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
当好政治生态的“护林员”；要团结带领全市致
公党员，紧紧围绕总书记殷殷嘱托和市委、市
政府重要决策部署，积极履行政党协商、参政
议政、民主监督职能，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
新征程中做出新贡献。

屈谦（九三学社重庆市委会主委）：正值
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发
表1个月之际，中共重庆市委针对加强法治和
德治、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专门召开五届四次
全会，对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可以说是正逢
其时、非常必要、意义重大，充分体现了中共
重庆市委全面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
共中央决策部署的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
觉，必将为更好地把中共十九大精神和总书
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确保重
庆改革发展目标顺利实现提供坚强保证。九
三学社重庆市委会将坚决拥护全会审议通过
的各项文件和会议决议，坚决把思想统一到
全会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把政治建设放在
首位，认真组织好学习传达，不断增强“四个
意识”，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
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
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坚决用全会精神指导
自身建设和履职实践，以党为师加强自身建
设，发挥法治与德治在队伍建设中的重要作
用，把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贯穿于基层组织规范
化建设中，紧紧围绕总书记“两点”定位、“两
地”“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的要求，聚焦“三
大攻坚战”“八项行动计划”，转变作风、加强调
研，不断提高服务改革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李钺锋（台盟重庆市委会主委）：这次全会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
和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坚决
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
为进一步加强法治和德治工作、营造风清气正
的良好政治生态、更好地把中共十九大精神和
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吹响
了“进军号”，是一次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会议，是一次营造良好
政治生态的部署会议，是一次以好作风抓兑现
落实的推进会议，必将推动重庆各项工作迈上
新台阶。台盟重庆市委会将团结带领全市盟
员，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坚决彻底肃清孙政才
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推动重庆政
治生态持续向好，坚决维护中共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不断增强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
捍卫核心的政治、思想和行动自觉；坚持“以党
为师”，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大力弘扬法治精
神、提高德治建设水平，发挥台盟领导班子成
员表率示范作用，严格约束操守和行为，做到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充分发挥台盟密切联

系海峡两岸同胞的自身优势，以时不我待的使
命感，围绕既定的决策部署、目标要求，积极参
政履职、建言献策，努力推动台盟工作争创一
流、走在前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

涂建华（重庆市工商联主席）：市委五届四
次全会的召开，充分体现了市委与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对重庆发展方向的正确把握，顺应
了时代潮流，反映了群众意愿，是一个统一思
想、凝心聚力、找准症结、团结奋进的大会，必
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倍感振奋和鼓舞。下一步，要在学习
宣传好、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上下真功夫，强
化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活动，
加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教
育培养，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
王立军流毒，以构建良好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助推营造重庆良好的政治生态，积极引导广大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听党话、跟党走；要切实行
动起来，把全会提出的要求和市委、市政府对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关心支持转化为做好工
作的精神动力，为实现“两地”“两高”目标作出
积极贡献，重点要引导全市广大民营企业家和
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军民融合、乡村振兴战略、

“八项行动计划”等中央、市委重大决策部署，
加快民营经济军民融合，推动民营经济智能化
改造，实现民营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继
续坚持结合实际、量力而行、精准施策，助力全
市打好“三大攻坚战”，重点要引导更多的民营
企业家积极参与“万企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帮
助贫困乡村早日脱贫，发挥好民营企业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重要作用。

任红（无党派人士）：此次市委专门召开全
会，以高规格的政治会议形式形成决议、出台
意见，统筹安排部署加强法治和德治、营造良
好政治生态工作，吹响了我市营造良好政治生
态的集结号，绘就了我市加强法治和德治工作
的路线图，发出了我市重整行装再出发的动员
令，必将推动形成全市良好的政治生态，必将
为全市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凝聚
起强大的精神动力。作为无党派人士，党有主
张、我们必有呼应，市委有号召、我们就有行
动。必须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将学习宣传和贯
彻落实好市委五届四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最
紧要的政治任务，以“三个结合”来抓实抓好：
一是结合无党派人士“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
星”的自身特点，把握好“一根头发”带动“一把
头发”的关系，引导各领域党外知识分子参与
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以
及加强法治和德治工作，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
良好政治生态。二是结合开展“不忘初心、与
党同心”系列教育活动，以重庆知联会换届为
契机，传承弘扬老一辈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信念
和高尚情操，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
治基础。三是结合“立足统战为全局、凝心聚
力促发展”这一主题实践活动和统战工作总品
牌，发挥人才智力优势，为打好“三大攻坚战”、
实施“八项行动计划”等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
建言献策、献计出力。

（本报记者 李幸）

充分发挥独特优势作用 确保中共重庆市委全会精神全面兑现落实
——我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学习中共重庆市委五届四次全会精神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编 者 按

责编 张信春 美编 王艺军

2018 年 4 月 16 日 星期一 5版

中共重庆市委五届四次全会
召开后，我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采取各
种形式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会
精神。大家纷纷表示，要全面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学习贯彻中共重庆市委五届
四次全会精神，按照陈敏尔书记

“真正学进去、积极讲出来、扎实
做起来”的工作要求，充分发挥独
特优势作用，确保全会精神在全
市统一战线兑现落实，以实实在
在的新作为新业绩不断开创统战
事业新局面，为把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
在重庆大地上提供最为广泛的力
量支持。

“哈哈，这小伙子也太耿直了吧！他说9年前，欠了我30
元话费，今天还给我，还问给多少利息。”3月19日17点49
分，重庆日报记者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巫溪网友陈艳发的
一段话，随后是一段视频。

点开视频，一位20出头的小伙子双手触摸着手机，微

微抬起头，腼腆地微笑着对陈艳说：“姐，你还记得不？我还
该（欠）你话费钱，30元给多少利息？”

随后，重庆日报记者联系上陈艳。她回忆了当时情
形——

19日下午，巫溪县城老城桥南街恒翔移动营业厅，陈艳
正帮朋友看店。17点30分左右，一位20出头的小伙子走
了进来，挑选了一部价值199元的国威手机，并加了陈艳的
微信，支付手机钱。

“你就给180元吧。”陈艳一看手机，小伙子接连发了两
个红包给陈艳，一个180元、一个30元。“发多了吧？”

小伙子说，9年前，他欠了陈艳30元话费。他买手机，

顺便也把这欠的话费给还上。小伙子的话很让陈艳吃惊。
2009年，陈艳开办了恒翔移动营业厅。她回忆，开店7年
多，自己赊欠的话费达8000多元，但眼前这小伙子，她不认
识，更不记得是否真的欠话费。

店里顾客越来越多，陈艳没来得及与小伙子细说欠话
费的事情。小伙子见状，付完钱就匆匆离开了移动营业厅。

空闲下来，陈艳就在朋友圈，发了让她感动的一幕。很
快，网友们在陈艳的微信留言，称赞小伙子的耿直诚信。

重庆日报记者辗转找到了这个小伙子。他叫龚正银，今年
23岁，家住巫溪县城厢镇酒泉村。他向记者回忆了当年欠下30
元话费的往事——

龚正银家里贫困，2008年，爸爸患病去世。两年后，哥
哥在外打工，下堰塘洗澡溺水身亡，留下他和妈妈相依为
命。龚正银小学没毕业就不得不辍学。

“家里穷啊，当时连电话费都缴不起。”龚正银说，后
来，妈妈准备带他出去打工，但家里的移动电话因欠话费
停机了，不方便与在外打工的亲友联系。“妈妈让我试一
试，去赊欠话费。”

在县城，龚正银走了好几家营业厅，都不好意思开口。
当他走到恒翔移动营业厅，见一个女营业员长得好看，声音
也甜美，对人也很和气。龚正银说，那个女营业员就是陈
艳。他想，这个姐姐看着就面善，便鼓起勇气走上前，低声
说赊欠30元话费。陈艳犹豫了三四秒钟，就给龚正银充了
话费。

“真的好激动，觉得这个姐姐好美！”龚正银回忆，没想
到这个姐姐，能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娃娃赊话费。他告诉重
庆日报记者，“瓜子脸、长头发，我努力记住她的样子，发誓
有了钱一定要还上这30元话费。”

2011 年，龚正银与妈妈前往安徽合肥一家砖窑厂
打工，一干就是 7年。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虽然一直
没有回家，但他一直努力记住陈艳的样子和恒翔移动营
业厅的店名和地址，只要回到巫溪就把这 30元话费还
上。

今年，龚正银的妈妈62岁了，又患有糖尿病。他觉得，
再不能带着妈妈漂泊了，母子俩就在最近回了老家。

“路过恒翔移动营业厅几次，没见到陈艳姐姐，又不好意
思打听。”龚正银说，那天去给妈妈添置一部手机，没想到就
碰到陈艳了，正好还钱了却多年的心愿。

陈艳说，恒翔移动营业厅早在 2016 年就转让给了
朋友，那天是帮忙看店，没想到就碰到了龚正银，但真
的记不起欠话费的事情了。她告诉重庆日报记者，龚正
银让她感动，尽管连日来气温骤降，但心里一直暖暖的。

龚正银的邻居刘国凡称，龚正银一家坎坷挫折，母子
俩外出打工多年，家里房屋破烂漏雨。他说，虽然家境
如此困难，但龚正银没有忘记做人的本分，依然耿直讲
诚信。

巫溪小伙讲诚信

年少时欠30元话费 9年后主动还上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德润巴渝德润巴渝··新时代重庆人新时代重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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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雨）4月1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第八届重庆永川国际茶文化旅游节上获悉，经该区持续
多年大力打造“永川秀芽”区域公用品牌，令该区茶产业
开始凸显品牌效应，年新增种植规模由过去的2000亩提
升至现在的1万亩。

“永川秀芽”由四川茶叶研究所（后改名重庆茶叶研
究所）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研制成功，1964年
正式命名为“永川秀芽”，是我市历史最悠久的茶叶品牌
之一。但直到2011年，全区的茶叶种植面积还不足5万
亩，产值仅1亿元出头。

历经7年努力，2012年，永川终于取得“永川秀芽”
国家地理商标。自此，该区采取“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
牌”方式，开始推动茶产业新一轮发展。

“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带来的一个直接效果，是促
进了产品质量的大幅提升。”永川区茶叶办主任王廷
华说，2012 年，该区经质量审批、获准使用“永川秀
芽”区域公用品牌的茶叶加工企业共有7家，现在达
到12家。

随着产品品质和品牌影响力的大幅提升，该区茶叶
的生产附加值也得到了大幅提升。2012年，“永川秀芽”
平均售价为每斤300元左右，现在达到1000元左右。
农民的种茶积极性也随之大幅增强，数据表明，2017年
该区年新增种植规模突破1万亩，全区的茶叶加工企业
也由2011年的10余家增加到现在的33家。2017年，
永川的茶叶种植面积达8万亩，年产值达6.56亿元。同
年，“永川秀芽”获得“中国优秀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称
号。

王廷华预计，今明两年，该区每年新增茶叶面积将
保持在1万亩以上，全区茶叶种植面积可望在2019年突
破10万亩大关。

据了解，第八届重庆永川国际茶文化旅游节以“茶
之味 乐之旅”为主题，从4月持续到6月初。茶旅节期
间，将开展采茶节、登山比赛等丰富的旅游活动，乐和乐
都、茶山竹海、香海温泉等景区也将实行大幅度门票优
惠政策。

永川茶产业
凸显品牌效应
年新增种植规模由过去的

2000亩提升至现在的1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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