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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近日，重
庆市各高校全面启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围绕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为重庆市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
统筹部署各项工作，力求主题教育取得
实效。

重庆大学紧紧围绕立德树人和“双一
流”建设目标，将主题教育作为当前的首
要政治任务，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在本职岗位上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该校校级领导班子集中进行
学习研讨，各二级学院将理想信念教育作

为党员教育的必修课，积极探索新的工作
方法，如坚持党建带团建活动，开展“老党
员讲党课”、视频展播、案例展示等活动，
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感强化砥
砺前行、奋勇争先的原动力，形成铸魂育
人的长效机制。

西南大学早谋划、重部署，提前做好
主题教育的方案设计，制定工作方案、学
习计划、调研方案等；同时严要求、多形式
强化党员领导干部自学，强调原原本本
学，自觉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在显特
色、重分类方面，精心策划主题党日活动，
与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结合起来，以“我
和我的祖国”为主题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精心设计内容和形式，充分展现师生的爱
国情、报国志。

西南政法大学通过打造“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示范支部”，推动基
层党组织主题教育全面开展。该校党委

组建了 12个校内巡回指导组，在全校
282个党支部中遴选出20个打造“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示范支部”，为
开展好学校基层支部主题教育探索规律、
积累经验、打造标杆。各二级学院党委通
过制定读书计划、每日读书打卡等形式引
导各党支部党员开展自学；还通过组织演
讲比赛、心得分享会、调研讨论会等，让党
员干部在工作实践中深悟原理，细照笃
行。

重庆交通大学根据各院系、基层党
支部等不同对象的特点，找准开展主题
教育的着力点，分类指导开展主题教
育，以增强主题教育的针对性、实效
性。如马克思主义学院设置不同专题，
采取趣味课堂、舞台剧表演等方式，把

“大道理”转化为“小故事”，用通俗易懂
的故事和语言进行理论宣讲；交通运输
学院党委开展研究生党支部与本科生
支部“结对子”活动，通过交流座谈、组

队参赛等形式，引导本科生党员做有信
念、讲政治，有纪律、讲规矩，有本领、讲
奉献的青年。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扎实抓好校级班
子带头学、中心组成员集中学、基层组织
主动学、革命传统体验学、榜样典型示范
学、专家报告辅助学方面的工作，还通过
举办“重读入党志愿书，重温入党初心”等
活动，让师生党员进一步明白初心是什
么，以及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和自身
责任。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邮电大学、四川
美术学院、重庆理工大学、重庆机电职业
技术大学、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等重庆
市高校，均精心谋划、科学设计，主动将主
题教育与全面加强学校党的建设、推进学
校事业内涵式发展等重要任务紧密结合，
引导广大师生党员做理论武装的引导者、
理想信念的守护者，在各自的岗位上践行
初心使命。

重庆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重庆市高校扎实开展主题教育

铸魂育人守初心 立德树人新作为
本报讯 （记者 黄乔）昔日被大火

烧毁的山林，如今满眼都是绽放的黄花
槐。10月12日，重庆日报记者跟随市五
中法院和江津区法院法官，走进位于江
津李市镇两岔国有林场的重庆市生态林
司法修复（李市）基地。

记者在现场看到，金灿灿的黄花槐
长势喜人，开满了整个山坡。很难想象，
7年前的这里，曾是一片被烧毁的“火烧
林地”。

原来，这是市五中法院辖区的江津
区法院在审理一起非法采矿案时，首次
尝试适用生态环境损害替代性修复措施
的成效。

据介绍，2012年，因一名游客丢弃
的烟头引发此地森林大火，数十亩林地
被烧毁，导致该地长期处于荒芜状态。
2018年8月，江津区法院在审理一起非
法采矿案时，涉案当事人认识到其违法
采砂行为对长江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
损害，因在采砂地进行环境修复已无必
要，其自愿表示在异地进行替代性修复
生态环境，并支付20万元造林管护费。

江津区法院与江津区林业局、森林
公安局多次沟通和实地勘察，最后选定
该处火烧林地首次尝试进行“造林复绿”
替代修复，这才有了这片生态司法修复
林，后来另一破坏环境资源案被告人，又
支付了10万元造林管护费。

“这个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在今年
4月正式挂牌成立。”市五中法院环境资
源审判庭庭长冉崇高说，基地旨在贯彻
司法生态修复理念，充分开展恢复性司
法工作，使有修复意愿的被告人充分参
与生态修复工作，最终实现“环境有价，
损害担责”。

今年3月，市五中法院辖区两级法
院环资庭全体干警参加了该基地植树活
动，并对该基地的日常管护进行检查验
收。如今，这片被大火烧过的山林，已栽
种下11000多株黄花槐，并在今年8月
迎来第一次花期。

据了解，近年来，市五中法院环境
资源审判庭积极探索建立恢复性司法机制，采取异地补植、补
种复绿等生态环境修复措施代替传统的经济赔偿，积极推进
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建设。按照“修复、保护、教育”三位一体的
基地建设基本思路，稳步推进“主城一中心，基层三个点”的基
地总体布局，即拟在主城南岸区广阳岛规划设立重庆市生态
司法修复（广阳湾）教育实践基地为中心，在辖区江津区李市
镇设立李市生态林司法修复基地、在江津四面山镇会龙庄设
立重庆市野生植物生态司法（四面山）保护基地和在江津四面
山风景区内的生态展览馆内设立重庆市生态司法保护（四面
山）教育基地三个点。

冉崇高介绍，目前，李市生态林司法修复基地、重庆市野生
植物司法保护（四面山）基地已基本建成。重庆市生态司法保
护（四面山）教育基地现正在进行招投标，预计今年内即可建
成。规划中的广阳湾生态司法修复教育实践基地正与有关部门
积极衔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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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晒”大幕已落，但开州热度不
减——10余家企业主动前来接洽，成功
签约141亿元文旅项目；188万人次涌入
开州旅游，实现旅游收入11.6亿元；非遗
产业势头红火，产品供不应求……“双晒”
让开州城市形象、气质逐渐提升，让滨湖
之城更具吸引力，助推开州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招商引资取得重大进展
打造开州文旅新坐标

今年3月以来，全市开展“晒文化·晒
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受到各界广泛
关注。7月中旬，“双晒”开州篇以“书记
晒文旅”8分钟短片、“区县故事荟”图文
专题报道和“炫彩60秒”微视频三大板块
呈现，随着一幅幅美丽画卷的展开，文、
图、影、音、书、画等全媒体“齐上阵”，亮出
了开州新气质、新颜值，引起社会各界一
片赞誉。

开州通过“双晒”活动，展示了自己的
文化自信，打造出了“帅乡帅湖.开心开
州”辨识度极强的城市品牌形象，吸引投
资商对开州产生浓厚兴趣，主动接洽。

9月12日，开州区人民政府与伟光
汇通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约，将投资
141亿元，共同打造开州区汉丰湖国际生
态文旅度假项目。伟光汇通旅游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是国开金融战略入股的文
化旅游产业投资平台，由伟光汇通文化
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与国开金融有限责任
公司出资成立，总部设于北京。作为中
国文旅产业小镇运营商，创建了彝人古
镇、滦州古城、田州古城、零陵古城等多个
经典文旅项目。

开州区汉丰湖国际生态文旅度假项
目将以汉文化与三峡文化为引领，通过
重点打造以开州故城、盛山胜景、秦巴古
道为特色的文化休闲旅游片区；以水利
三峡文化科普乐园、奇境三峡主题水游
乐园为特色的文化游乐体验片区；以盛

世开州产业总部基地、乐活开州国际康
养社区、开运开州禅养度假、生态观鸟湿
地为主题的湖滨康养度假片区的方式，
让汉丰湖项目成为开州乃至重庆文旅的
新坐标，进而让更多游客走进开州，了解
开州，爱上开州。

项目建成后，将力争每年为开州新増
游客500万人次，实现年旅游综合收入
50亿元，年创利税2亿元以上，新增就业
岗位1万个以上。

除了开州区汉丰湖国际生态文旅度
假项目，借助“双晒”活动的持续影响，开
州招商引资在多个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9月27日，开州举行了招商引资集
中签约仪式，集中签约项目共15个，投资
金额共113亿元。其中，工业招商领域签
约项目12个，投资金额72亿元，原有两
个项目追加投资31亿元；农业招商领域
签约项目3个，投资金额10亿元。

文旅融合发展迎来新机遇
塑造四季旅游品牌

“双晒”之后，开州旅游也迎来发展新
机遇。中秋节假日期间，开州共接待游客

39.4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36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9.3%和5.48%。

借助“双晒”的影响力，开州盛山植物
园景区推出系列优惠活动，吃桂花鸡、喝
桂花酒，送门票，送餐券，目前已接待游客
7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了101%，旅游收
入增加了58%。

同时，开州区持续开展“浪漫开州花
满城”“逍遥开州乐满城”“水韵开州香满
城”“年味开州情满城”系列文化旅游活
动，塑造四季旅游品牌。

开州文化旅游企业还通过LED显示
屏，持续播放“双晒”系列宣传片；积极组
团参加西部旅游博览会、第八届重庆文博
会、桂林旅游推介会、山东旅游产业博览
会、四川旅游产业博览会等，推介开州文
化旅游资源；在江北机场T3航站楼开展
开州文旅专场宣传推介活动，推介开州文
旅资源与旅游线路产品，进一步提升开州
文旅品牌影响力。

“双晒”提高知名度
特色产品拓宽销路

“双晒”活动还为开州当地特色产品

的销售拓展了渠道。
山东航空公司与开州区乾开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初步达成协议，在山东航空公
司下属的重庆飞济南、重庆飞青岛、万州
飞济南三条航线上供应南门红糖、紫水豆
干、开州笑饼等开州特色产品，预计年销
售额将达到500万元。

山东潍坊百货集团与开州区绿周果
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消费扶贫购销合同，双
方初步达成协议，山东潍坊百货集团将采
购绿周果业有限公司种植的春橙，预计年
采购金额100万元以上。

山东省潍坊市商务局与重庆市开
州区商务委员会签订了消费扶贫合作
协议，山东省潍坊市商务局将根据山东
省或潍坊市消费扶贫统筹部署，积极会
同或配合相关方面，通过“四进促销”

“专柜直销”“多层营销”“爱心购销”“旅
游联销”等“渝货进山东”消费扶贫行
动，力争自 2019 年 1月 1日至 2019 年
12月31日，实现对口采购、跨区域采购
重庆市开州区的春橙、金脆李、南门红
糖等8个品种农特产品，采购金额将达
到1500万元。

““双晒双晒””激发开州文旅融合发展活激发开州文旅融合发展活力力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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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江津李市镇两岔国有林场重庆市生态林司法修
复（李市）基地，昔日被大火烧毁的林地，如今11000多株黄花槐
披绿绽放。 记者 崔力 摄

“双晒”之后看文旅

立足统战为全局·凝心聚力促发展

区县统战工作巡礼

綦江 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美好篇章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

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近日，綦江区
第九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在区
民族小学启动。启动仪式现场，文艺
展演采取民族乐器演奏、舞蹈表演、课
本剧、绘画展览、民族常识宣传等形
式，展示少数民族发展成就，讴歌全区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繁荣发展。

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
事业抓紧抓好，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近年来，綦江
区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教育，
切实维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全面加
快民族散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实效。近年来，綦江区年年被评为重
庆市民族宗教工作先进单位，并受到
过国家民委通报表彰。

夯实基础 扶持民族特色产业

綦江是一个少数民族散居的地
区，境内有苗、彝、土家、布依等43个少
数民族，9200余人，主要分布在赶水、
打通、石壕、安稳等镇，主要居住在海
拔600-1400米的偏远山区。

针对少数民族群众出行难、运输
难的问题，綦江区通过科学分析，因地
制宜，统筹规划，制订“万米连心路工

程”五年规划，投入 2000多万元，修
建、硬化人行便道500多公里、公路80
多公里，30多万人受益。

据悉，“万米连心路工程”的成功实
施，有效缓解了少数民族群众出行难、
运输难，改变传统的“靠天吃天，靠山吃
山”生活方式，外出打工人数越来越多，
农业产值和附加值大幅度提升，直接提
高少数民族人均纯收入2300多元。

为改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基础设
施建设，綦江区近年来累计投入各类
资金共计20多亿元，用于少数民族养
殖大户扶持、山坪塘整治、生产便道硬
化、石壕花坝旅游开发等项目，惠及20
余个村（社区）。

特别是在扶持特色产业方面，仅
2018年，綦江区就专门投入少数民族
专项资金300多万元，建设生产便道
3000米、整治沟渠1100米，发展高粱
600亩、布朗李800亩、麻竹1000亩、
脆红李700亩、草蔸萝卜100亩，帮扶
少数民族种养殖大户34户，赶水文家
沟苗族刺绣电商销售1户，大力扶持沾
滩村、岔滩村、龙泉村特色产业发展。

保护传承 民族文化成果丰硕

打牛仪式、苗族祭祀、歌舞互动、
节目表演、趣味游戏、长桌宴……今年
5月6日，綦江区安稳镇市民广场里洋
溢着热烈祥和的气氛。

在綦江区第二届苗族踩山节暨第
五届安稳伏羊美食文化节上，綦江区
苗族群众身着苗族传统服饰载歌载
舞，与来自海内外的市民、游客齐聚一
堂，感受古老而独具魅力的苗族风情。

走进位于赶水镇岔滩村的綦江区
民族小学，苗汉双语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标语跃入眼帘。一群身穿民族
服饰的学生正在跳芦笙舞，不远处的
同学们跳起了板凳舞，几个女同学在
老师的指导下正在学习巴古陶艺……

近年来，綦江区积极探索民族文化
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新举措，先后举
办苗族踩山节、彝族风情篝火晚会等各
种节会，助推乡村旅游发展。同时，以
传承载体建设为抓手,以大型文体活动
为牵引,以人才培养为基点,积极促进
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交融创新。

綦江区整合资金近400万元，将綦
江区民族小学打造为民族教育基地。
学校编写了一套民族校本教材《民族
常识》和《民族艺术》，实施苗汉双语教
学，创造性地开设了民族音乐、民族舞
蹈、苗族刺绣、苗族芦笙、苗族语言等
民族特色文化课程。此外，积极申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綦江苗族婚俗被列
入重庆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组建民族艺术团，将民
族元素融入到音乐、舞蹈中；建成綦江
区民族小学“苗族文化苑”，石壕香山
彝族文化展室，传承少数民族文化。

綦江区是渝黔苗族服饰、语言等文
化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投入50多万
元，打造民族文化工程精品。开展“红
头苗”抢救保护工作，收集整理口头文
学50余篇、歌曲类影像20余部。精选
编印成《綦江区“红头苗”风情版画集》，
丰富地区文化内涵。拍摄制作綦江民
族专题宣传片，扩大民族文化影响力。

同时，綦江区还遵循志书编修原
则和规律，突出时代和地方特色，开展
綦江区民族志编修，全面系统反映綦

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情况。多
次参加黔渝鄂川毗邻地区民族宗教工
作协作会、年会，2016年成功举办了湘
鄂渝黔桂五省市毗邻地区民族工作协
作会第29次年会。区民族团结进步促
进会先后到贵州省毕节市、云南红河
州等地考察交流学习。綦江少数民族
农民版画赴美国参加“中国·重庆少数
民族文化风情展”，声名远播。

扎实有效 开展民族团结创建

牢牢把握“两个共同”，不断提升
工作水平。2018年，綦江区充实强化
区委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明
确区委书记袁勤华、区长姜天波为领
导小组双组长，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
为副组长，区委办、区政府办等29个部
门的分管负责人为成员，区民宗委主
任兼任办公室主任。

充分发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模
范单位示范引领作用，近年，綦江区持
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先后
多次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
人”“重庆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重庆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荣
誉称号。

杨家湾社区、万隆村等8个单位先
后成功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
位”。綦江区民族小学、赶水岔滩村等
7个单位成功创建市级“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单位”。

同时，在全区外来少数民族群众
相对较多的杨家湾社区、长生沟社区
等6个单位建成少数民族维权服务站，
进一步营造民族团结和谐的氛围。

开展“民族宗教政策‘进千村、入万
户’”活动，发放政策宣传资料10万多份，
全部覆盖到全区302个村、79个社区。

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綦江区民
族团结进步促进会荣获重庆市第四次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为来区
务工经商的少数民族同胞提供政策宣传
450人次，开展健康有益的交流、联谊、
咨询和社会公益服务活动70余次。

如今在綦江，民族团结的乐章全
面奏响，民族和谐的旋律更加动听，全
区各民族群众和睦共处、和衷共济，共
同谱写着和谐发展的美好篇章。

华官林 陈小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