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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的通知》，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实质，对照做好检视剖析，针对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
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抓好
整改落实。

通知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加强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
深入推进主题教育指明了方向。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党员
干部学深悟透、笃信笃行，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这个重要讲话
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中
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在系统全
面、融会贯通上下功夫。 （下转2版）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
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

穿上浅蓝工作服、戴上浅蓝工作帽，站
在热合机上把鞋子“封装”进塑料鞋套，再进
入被称为风淋区的“隧道”，浑身上下让特殊
装置吹风约1分钟，才能进入车间。

“这是不是不像机械制造行业的车间，
却更像制药厂？”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下称青山工业）传动系统研究院DCT项
目总监王海兵笑着说。

这个车间，是青山工业的DCT（双离合
自动变速器）生产车间。

青山工业是我国最大的汽车变速器专

业厂商之一。“我们正处于结构调整、转型升
级关键期，DCT项目是青山高质量发展的一
个重要支点，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所在。”青山
工业传动系统研究院副院长刘拴起坦言。

7月12日，青山工业DCT生产车间一
片忙碌。“我们将把DCT的年产能，从目前
的10万台提升到40万台。”王海兵透露，新
款DCT已搭载于长安汽车主力车型CS75、
CS85，实现批量上市。

接下来，长安汽车即将上市的 CS35
PLUS蓝鲸版等系列SUV及乘用车，也将搭
载“青山造”DCT，以取代一款“日本造”变速

器——由此，变速器单台成本预计可下降
2000元，整车百公里油耗可下降1升左右。

“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高质量”
青山工业DCT生产车间已达到10万级

净化车间水平，通俗地说，就是等同于制药
厂标准。

“之所以对生产环境要求这么严，是因
为在汽车工业的核心技术中，业界公认变速
器技术是最难攻关的技术之一。”刘拴起说，
比如，DCT内部有系列高精度电磁阀，必须
防止直径在0.02毫米以上的灰尘进入电磁

阀，“只有在恒温恒压恒噪的洁净环境生产
出来的DCT变速器，才能最大程度确保其
运行精度。”

而在获准进入青山工业传动系统研究
院的几个实验室后，我们首先来到“整车半
消音转毂实验室”，这里是对变速器进行检
测的地方。实验室的门由特殊材料制成，超
过30厘米厚。室内噪声仅18分贝（人们以
平常声调说话，约40-60分贝），在里面的人
甚至可以听见自己心脏的跳动声。由于过
于安静，正常人如果呆得太久，会有一种压
迫感。 （下转2版）

重庆汽车业发力攻关核心技术

“青山造”新一代汽车自动变速器逆势放量
本报记者 付爱农 仇峥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7月14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中国铁建大内项目部获悉，川
渝合作重要项目之一——大足至内江高速公
路重庆段首座桥梁开钻，标志着大内高速重
庆段主线正式动工建设。全线通车后，大足
至内江驾车全程只需约1小时。

据介绍，大内高速重庆段始于大足区三
驱镇，接渝蓉高速，向西与在建的潼荣高速交
叉设置枢纽互通后，经季家、铜鼓，止于川渝
交界处的荣昌区吴家镇南侧，对接内江至南
溪高速公路，路线全长约31.17公里，按照双
向4车道、时速120公里标准建设。

据中国铁建大内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开钻的和尚湾大桥是全线首个开工点，该桥
横跨南北，全长611米，是全线最长的桥梁。

目前，大内高速公路重庆段各项施工正
稳步推进，项目计划2021年建成，但有望提
前建成通车。大内高速重庆段是重庆城市提
升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高速公路建设的
重要项目之一，建成通车后，成渝之间将新增
一条出口通道。

“该高速将改变渝西地区无东西方向快
速干道的状况，强化地区横向交通联系，对带
动成渝城市群构建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具有重
要意义。”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大内高速公路
重庆段主线开建

首座桥梁昨日开钻

两江短评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维灯）7月14日，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移交第
二批群众投诉举报件59件。

从投诉举报件类型来看，涉及水污染投
诉9件，涉及大气污染投诉12件，涉及噪声

污染投诉28件，涉及自然生态投诉5件，其
它污染类型投诉5件。从区域上看，主城区
43件，其他地区16件。截至当日，中央第四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收到群众投诉举报
件71件。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移交第二批投诉举报件59件

7月12日，渝北区双龙湖公园，几台机器正在对湖库进行覆土。 记者 栗园园 摄

6-7版刊登“区县故事荟”

本报讯 （记者 颜安）如何利用
金融手段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建
立健全脱贫不返贫的长效机制？7月
14日，重庆日报记者在市扶贫办采访
了解到，我市已构筑起精准脱贫保、产
业扶贫保和防贫返贫保的“三保联动”
保险体系，为165.9万贫困群众筑牢了

“防火墙”。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保险扶贫

有其独特的优势。”市扶贫办资金计
划处处长周松表示，与财政补助相
比，保险扶贫的优势在于提高扶贫对
象精准性，放大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
益，填补财政扶贫资金缺口；与社会
保险相比，其优势在于提高扶贫对
象精准性，扩大风险保障范围，提高
风险保障水平，增强贫困人口“造
血”能力；与民政救助相比，其优势
则在于机制更具稳定性，放大民政救
助资金使用效益，增强贫困人口“造
血”能力。

正因为如此，我市高度重视保险
扶贫工作，通过逐步探索，构筑起了精
准脱贫保、产业扶贫保和防贫返贫保
的“三保联动”保险体系。

“三种保险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又互为补充。”周松表示。精准脱贫保
的覆盖范围最为广泛，其参保对象为
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财政资金只需
为贫困户每人每年缴纳100元保费，
就能在意外伤害、大病补充、疾病身
故、贫困户学生重大疾病、农房等5个
方面为贫困群众提供保障。其中，因
意外伤亡最高可获得5万元救助，住
房因灾倒塌或损毁最高可获6万元赔
付。

产业扶贫保旨在降低扶贫主导
产业风险。近年来，我市在贫困地区
发展起了不少扶贫主导产业，但受
制于基础设施不完善、贫困户技术
能力不足等，这些产业抵御自然风
险能力比较弱，因此我市在18个深
度贫困乡镇试点了产业扶贫保，以
户为单位，财政资金只需为每户每年
提供200元保费，就能有效降低产业
的风险。

而防贫返贫保则是针对农村“贫
困边缘户”制定的一个险种，目的在于为达不到贫困线标准但
生产生活相对困难、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村贫困边缘人群
提供风险保障，是健全脱贫长效机制的有益尝试，今年在南
川、巫溪和黔江3个区县进行试点。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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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2019年中新青少年交流暨
凯德青少年建筑师公益项目”夏令营在重
庆大学落幕。在一周的时间里，来自巫溪、
彭水、酉阳、云阳、巴南5个区县近百名品学

兼优的高中学生参与夏令营，在重庆大学
师生和志愿者的带领下，参观了城市发展
的优秀案例，学习设计改造公共空间的相
关知识。

在闭营式上，学生们展示了在夏令营
中的调研和设计成果，并由专家评选出“最
佳设计奖”“最佳创意奖”等奖项。其中，获
得“杰出青少年建筑师奖”的10名同学与获
得“杰出大学生助教”的 2 名大学生将于
2020年寒假赴新加坡考察学习。

记者 齐岚森 摄

中新青少年交流夏令营落幕

7月12日，细雨蒙蒙，渝北区双龙湖公
园里，几台机器正在紧张施工。放眼望去，
湖内大半面积已被渣土覆盖。

“等整个覆土工程结束后，我们将重新
往湖里补水，并投放食藻虫，栽种水下植物
等，明年就能还给市民一个清澈干净的双龙
湖。”渝北区水生态修复项目技术负责人何
正权介绍。

清淤不治本
城市湖库治理成了“老大难”

渝北区有众多城市景观水体，如碧津
湖、双龙湖、龙舌湖等，通过打造形成了一个
个亲水公园，在美化环境的同时为市民提供
了休闲娱乐的场所。

这本是美事一桩，但由于城市湖库水体

无活水注入，天长日久水质逐渐变差，甚至
发臭，反而成了一件糟心事。

多年来，在湖库污染治理方面，渝北区
采用的是传统方法，即在进行湖底清淤后，
进行换水。但这种方式不仅工程量大，而且
治标不治本。以双龙湖为例，治理一次效果
仅能维持三到五年时间。

因一直未找寻到有效的治理方法，城市
湖库污染成了渝北区面临的一道难题。

大胆尝鲜
率先试用食藻虫技术

为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2017年10
月，渝北区组织相关负责人在前往上海、广州
等地考察后，投入800多万元，决定在我市率
先开展“食藻虫引导水下生态修复技术”（以
下简称“食藻虫技术”），通过构建“食藻虫—
水下森林—水生动物—微生物”共生体系的
生态自净系统，对区域内的碧津湖水体实施
水生态修复试点，并从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引进了食藻虫。 （下转2版）

小小食藻虫解决大问题
——渝北区大力推进湖库水生态修复治理

本报记者 栗园园

通过食藻虫摄食蓝绿藻和有机腐屑物，抑制藻类生长，沉水植
物净化吸收水体中的营养物质，再加上投放的水生动物以及食藻
虫携带的有益微生物，碧津湖水下的生态系统很快建立起来。

如今，碧津湖清澈见底，湖下的沉水植物已经形成一片“水下
森林”，水质从五类提升到三类，局部甚至达到二类。

帅乡帅湖 开心开州

全市导游词首次进行彻底修改完善
9版刊登

本报“重走成渝铁路”系列报道引发热议
2版刊登

检视问题是主题教育的关键，问题检视得准不准，直
接反映出学习教育深不深、调查研究实不实，关系着整改
落实的效果。

主题教育要把“检视问题”贯穿始终，督促党员干部
好好找一找自身存在的问题。理论学习上，是不是“学得
浅”“学得散”？干事创业上，能否敢于负责、勇于担当？
为民服务上，有没有“被动等待多、主动作为少”？只有找
到差距，及时纠偏，才能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问题，进一步
守初心、担使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刀刃向
内的勇气，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如果
查找了半天，最后问题清单里仍然充满了“大而空”“小而
碎”，搞成官样文章，没有把自己摆进去，把那些突出的问
题、紧迫的问题、平时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列进去，无异于
隔靴搔痒，势必影响主题教育成效。

有问题并不可怕，怕的是对问题麻木不仁。把问题
找准、把根源挖深，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
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这是主题教育的要求，也是每一名
党员干部都应有的自我革命精神。

检视问题不能隔靴搔痒
□刘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