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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海涵）5月6日，市纪委监委召开市纪
委四届第21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专
题传达学习党史学习教育市委中心组
学习（扩大）会暨领导干部读书班精神，
并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作出安排部
署。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市监委
主任熊隆东主持会议。

会议原文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邵
革军在党史学习教育市委中心组学习

（扩大）会暨领导干部读书班上的讲话
精神，深入解读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
理念、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围绕学
习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答好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达州“新阶段七问”，争做达州
新时代的“五个优秀”干部，以及贯彻落
实读书班要求做出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一要将会议精神纳入市
纪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党员活动日”学
习、日常学习重要内容，在全市纪检监

察干部中迅速掀起学习热潮。二要加
强监督检查，将学习贯彻会议精神情况
作为监督重点。督促各地各部门抓好
学习研讨，迅速传达学习、贯彻落实会
议精神。三要认真思考、切实抓好落
实。要围绕达州“新阶段七问”，认真思
考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思路，谋划
工作举措，扎实完成好市纪委四届六次
全会部署的工作任务，确保各项工作“干
就干成，干就干好”。四要开展“奋进新征
程 实现新跨越”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
活动，推动达州“新阶段七问”落地落实。
要结合达州实际，列出小切口、具化课题
开展调研，按照市委要求的时间节点和
阶段，提交高质量综合性调研报告。五
要进一步严格工作要求，求细务实。全
市纪检监察干部要以严的要求推动工作
高质量开展，团结协作，担当作为，争做
达州新时代的“五个优秀”干部，展示全
市纪检监察干部的良好形象。

市纪委监委机关专题传达学习贯彻党史学习教育
市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暨领导干部读书班精神

熊隆东主持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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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奔小康

不久前结业的党史学习教育市
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暨领导干部
读书班，以高质量的学习研讨，为全
市党史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作出了
高标准的示范引领，在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议。大家
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
发展格局和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三
个新”重要论述，传承红色基因，凝
聚奋进力量，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达州新篇章。

“市委此次组织的读书班，全面
阐释了‘三个新’的内在逻辑，提出

了达州‘新阶段七问’，给达州未来
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思路。
进入新发展阶段，达川区将聚焦‘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北翼高质量发展
先行示范区’定位，深入践行新发展
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强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勇当达州‘创副’主
力军。”达川区委书记向建平说，下
一步，达川区将坚定不移建设大园
区、发展大产业，夯实高质量发展支
撑；坚持“制造强区”战略，优化百马
产业新区规划，深化水电气共建共
营改革，打造千亿级产业园区；坚定
不移实施大招商、引进大项目，增强
高质量发展动能；抢抓“双城圈”“示
范区”战略机遇，发挥高铁站、达州
金垭机场等通道优势，扩大开放合
作，聚焦主导产业，精准招引一批引
领性、支撑性项目；坚定不移推动大
治理，保护大生态，擦亮高质量发展
底色。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翟朝晖表

示，市委书记邵革军提出的达州“新
阶段七问”，既深刻剖析了当前面临
的形势，又科学擘画了未来的美好
蓝图；既明确了目标方向，也吹响
了冲锋号角。全交通系统职工将
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继续发扬
交通“两路”精神，危中抢机、躬身
实干，加快建设“万达开全国性综
合交通枢纽”，构建“全国 123 出行
交通圈”，以优异的成绩答好交通
考题。

“开班仪式深入剖析了新时期
达州如何坚定目标、补齐短板、顺势
发展，为我们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
擘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思想和行动遵循。”市口
岸与物流发展办公室主任陈杰勇
说，口岸物流是支撑对外开放的重
要平台，是反映国民经济景气状况
的晴雨表，是促进三次产业降本增
效的重要手段，是推动乡村振兴的
强力抓手，肩负着市委提出的“打造

西部内陆开放高地和建设国家物流
枢纽”的重大使命。他们将以怎么
作贡献、怎么找出路、怎么补短板、
怎么促协调、怎么保安全、怎么去顺
应、怎么抓落实“新阶段七问”为导
向，奋力推进全市口岸物流行业高
质量发展。

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晓
华表示，大家在读书班上认真学习
了党的光辉历史，深入研讨了达州

“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的一些重大问
题，既有理论上的提升，也有党性的
淬炼，更有对达州发展蓝图的美好
憧憬。“新阶段七问”对达州水利工
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指明了前进方
向，增强了做好水利工作的必胜信
心和决心。后续将从“补短板，攻坚
重点项目；强监管，找准管理关键
点；先规划，画好发展蓝图”三方面
发力，切实做好水利工作，为达州经
济建设发展提供水利支撑。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江吉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州新篇章
——党史学习教育市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暨领导干部读书班引发热烈反响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姣 通讯员 冯玉林)5 月 6 日，
市公路管理局召开专题会传达学习
党史学习教育市委中心组学习（扩
大）会暨领导干部读书班精神，要求党
员干部学党史、悟“三新”、答“七问”、
争“五优”，务实担当、真抓实干，着力
推进达州公路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市委书记邵革军在
党史学习教育市委中心组学习（扩
大）会暨领导干部读书班上的讲话
深刻阐释“三新”内涵，发出了“新阶
段七问”，满怀为民之情、忧患之心、
发展之举、争先之志，是群众立场的
体现、居安思危的担当，更是发展蓝
图的描绘、催人奋进的号角。

会议要求，全市公路系统干部
职工要塑“非常之魂”，强按“忠诚
键”，将对党的忠诚和对交通的热爱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东出北上交
通枢纽建设作为奋斗目标，推进公
路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立“非常之
志”，强按“担当键”，坚持不推诿、不

讲价、不抱怨的工作态度，坚持主动
担当、主动作为、主动提能的工作作
风，争当人才支撑、服务支撑、技术
支撑的排头兵。要聚“非常之力”，
强按“责任键”，围绕年度重点工作
和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工作职责和
工作任务，实现工作重点和工作盲
点监督考核全覆盖。要下“非常之
功”，强按“管理键”，实施工程建设
规范化、能力建设高标化、作风建设
优质化“三化”工程，着力打造精品
工程、样板工程。要施“非常之举”，
强按“项目键”，全力推进实施18条
普通干线公路提档升级建设，加快
5 条国省干线升级改造前期工作，
推动实现通客车村道3米以上临水
临崖路段安保工程全覆盖。要尽

“非常之责”，强按“平安键”，深入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加快实施整
治整改，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发生，强力抓实森林防灭火工作，加
强隐患排查和问题整治，确保森林
防灭火道路安全畅通。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罗天志 刘继霞 通讯员 王标）5
月 6 日上午，中共达州市中心医院
一届90次常委会议召开，学习了习
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
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委员时
的讲话，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市
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暨领导干部
读书班精神。

会议要求，全院干部职工要站
在“十四五”发展的历史新起点上，结
合医院发展实际与公立医院职能职
责，回答好达州“新阶段七问”，把握

好时与势、危与机、破与立、质与量的
关系，持之以恒地抓好疫情防控和医
疗服务。在疫情防控方面，总结经
验、吸取教训，做好常态化防控。在
医疗服务方面，创造条件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促进医院可持续性发展，为
市民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会议强调，市中心医院要坚持
以党建促发展，加强医院党政班子
和管理团队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与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为医院推进落实“13356”工作部
署、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推进达州公路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姣 通讯员 岳鑫）5月5日，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召开 2021 年第
6 次党组（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
习党史学习教育市委中心组学习

（扩大）会暨领导干部读书班精神，
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会议指出，市委书记邵革军在
读书班上的讲话站位高远、思想深
邃、内容丰富，对达州的各项工作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达州

“新阶段七问”发人深思，邵革军对
全市党员干部提出的争做“五个优
秀”干部使要求更严、责任更明、目
标更清。

会议要求，全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系统干部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
加强组织领导，把思想、行动统一到

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不断提升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吃深吃透讲
话精神，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开展宣
传宣讲，形成浓厚舆论氛围。全力
做好全系统党史学习教育。要结合
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切实把学
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达州的具体行动。要开
展好“奋进新征程 实现新跨越”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围绕争
做“五个优秀”干部主题提出具体
措施。要对标对表细化工作举措，
明确时间表、路线图，紧盯各项重
点工作。分管班子成员要定期调
度，严把时间节点，倒排工期、顺排
工序，确保质量效果，统筹推进各
项工作落实。

提高政治站位
加强组织领导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江吉）5月6日上午，达州日报社党委
举行2021年第四次中心组学习暨大
学习大讨论大调研动员会，专题传达
学习市委书记邵革军在党史学习教
育市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暨领导
干部读书班开班式和结业式上的讲
话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系列
文章，正式启动“奋进新征程 实现
新跨越”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

会议强调，全社党员干部要高
度讲政治，持续深入开展好党史学
习教育。要通过中心组学习会、支
部学习会、部室学习会及自学等多
种形式，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
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要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准确把握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阶段、新发
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
要认真学习党史学习教育市委中心
组学习（扩大）会暨领导干部读书班
精神，坚持问题导向，结合自身实
际，深刻领悟“七问”和争做“五个优
秀”干部的深刻内涵。全社党员干
部要把“七问”放到媒体融合升级的
实际工作中去，把“五个优秀”放到
自身职业规划和自我要求上去，广
泛深入开展“奋进新征程 实现新
跨越”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找
出答案，找准定位，调整状态，担责
干事，为报社高质量发展鼓士气、聚
人心、添动力。

答好“七问”推进媒体融合升级

在今年全国优秀农民工和农民
工工作先进集体表彰大会上，四川
省 51 名个人、4 个集体受到表彰。
来自大竹县清河镇快活福达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李丙见获得了全国
优秀农民工称号。

近日，记者前往清河镇走访李
丙见。刚一下车，李丙见就从消毒
室里走出来。远远看去，他个子不
高，皮肤黝黑，笑容腼腆。坐下来问
起李丙见创业的经历，他慢慢收起
了笑容，眼神逐渐深邃，缓缓道出了
自己的故事。

辍学务农
村里娃憧憬远方

1979 年，李丙见出生在大竹县
蒲包乡前进村。家有兄妹 5 人，一
家子务农仅能解决温饱。父母东拼
西凑勉强供李丙见上完初中。1995
年7月，初中毕业的他接过了父辈的

锄头。
三年下来，李丙见失去了年轻

人的朝气和活力。有时他会一整天
坐在田坎上发呆。那时他认识到，
仅靠着自家这一亩三分田，根本无
法改变一家人经济困窘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初，乘着改革开
放的春风，同村的伙伴相继外出务
工。见他们每月给家里带来了丰厚
的收入，从未走出过大山的李丙见，
心里有了外出务工的想法。怀着对
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他给家里人
说出了自己的打算，没想却遭到父
母的质疑。李丙见暗自较劲，自己
过苦日子也就算了，一定不能让下
一代也过这样的日子。

辗转奔波
打工人接触养殖业

1998 年，李丙见带着一套随身
衣服，踏上了打工之旅。

第一站，他来到了毗邻大竹县
的渠县。初到渠县，人生地不熟的
他搬过砖头、扛过水泥袋、捡过矿泉
水瓶、住过桥洞。他省吃俭用，一日

三餐靠馒头解决，口渴了也舍不得
买一瓶水喝。皇天不负有心人，一
次机缘巧合，李丙见进入了渠县盐
厂造纸车间。 （紧转第三版）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海涵）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达州作为革命老区，有着厚重的
红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据了解，“五一”小长假期间，我市掀起

“红色旅游”热潮，游客纷纷前往神剑园、
万源红军公园、宣汉王维舟纪念馆等红
色旅游景区，参观馆陈文物、感悟榜样力
量、传承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红色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今年刚
好又迎来党的百岁生日，‘五一’就带着
老人和孩子来看看，缅怀革命先烈，铭
记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5月2日
上午，来自重庆的孙先生带着全家自驾
到万源红军公园参观旅游，感悟初心的
同时，受到鼓舞。

据了解，以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

为核心的万源红军公园占地600亩，集
“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于一体，是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在前不久举行的
四川省“重走长征路 奋进新征程”红
色旅游年启动仪式上，公布了我省 11
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40个红色旅游
景点景区，其中就有万源红军公园。

“相比看山看水，我们觉得接受红
色教育会让这个假期更有意义。”假期
第一天，大二学生小胡便和朋友相约一
起前往神剑园追寻革命先辈的足迹，领
略红色文化的真谛。

在全国全党火热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之际，红色旅游也迎来新机遇，游客
纷纷踏上红色故土，在旅途中聆听党
史，在行走中感受红色文化，在休闲游
玩的同时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

“五一”我市掀起“红色旅游”热潮

●1933年，中共川陕省委根据赤
区反动派的猖狂活动作出《保卫赤区
运动周》决议，号召红军为彻底粉碎

田颂尧的围攻而英勇战斗，号召各级
党和苏维埃政府，广泛发动群众，保
卫赤区，支援红军，巩固根据地。

●197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李井泉来达县地区视察工作，在
听取地委关于水利建设汇报后，对发
展社队企业、发展社办林牧场等作了
指示。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天泉 整理

达州党史上的今天达州党史上的今天

5月7日

从平凡农村娃到乡村振兴“领路人”
——全国优秀农民工李丙见的创业故事

李丙见介绍养殖场设施李丙见介绍养殖场设施

（紧接第一版）所闻是气势雄壮的鼓声
和声情并茂的诵读，所见是婀娜多姿
的舞蹈和美轮美奂的灯光。活动现
场，人们摩肩接踵围绕在栏杆之外，或
高举手机拍摄，或交谈点评。栏杆内
是长廊古亭、书案竹简等场景布置和
现场装饰，演员身着古朴雅致的汉服，
与现场观众积极互动，古色古香的演
出为充满现代气息的商业街区增添了
一丝古典韵味。

“我从通川区罗江镇来，听说大北
街这边每天下午都有表演，特意带孩
子过来看看。”人群之中，李先生将孩
子举坐在双肩上观看表演。“节目也不
长，累了饿了还可以到旁边店里吃点
东西、歇歇脚。”像李先生一样赶来观
看表演的市民有不少，这也为大北街
两旁的商铺带来了火爆的人气。

“‘五一’活动开始后，每天这条街
上都是满满的人，人气带动起来了，街
道看起来也更繁华了，进店光顾的人
也比平日里多。”红蜻蜓大北街店店长
陈岚告诉记者，“希望政府和有关部门
今后多开展类似活动，为街区汇聚人
气。建议保留部分场景，让大北街成
为网红打卡地，吸引更多市民。”

多款活动同步开展

除大北街开展的“礼游通川”文化
惠民表演活动外，通川区还开展了等
你来品“一桌菜”、等你来游“一条线”
和等你来购“一张券”活动。

用“一桌菜”引领市民品味餐饮文
化内涵，体验餐饮新风尚。创新开展

“通川头牌菜”“通川十佳菜品”等“通
川一桌菜”评选活动，结合“进家庭、进
食堂、进景区、进超市、进电商、进中央
厨房”的“六进”活动，展示通川的高品
质服务，推广“有礼之城”城市品牌形
象。

用“一条线”带市民玩转“五一”假
日。通川区推出了一条涵盖磐石旅游
区、神剑园、金石云顶野生动物园等高
品质游玩胜地的精品旅游线路，发出
涉旅企业优惠券 10000 余张。各景区
景点和星级农家乐还配套提供其他各

类优惠，展现通川文旅新面貌，提升
“礼游通川”品牌知名度，从“吃”“住”
“游”三方面刺激消费。

用“一张券”促进辖区各大型卖场
开展让利优惠活动。除了指导辖区各
大型卖场“统一主题、统一标识”进行
促销，通川区还通过“达州之心通川”
公众号和“今日通川APP”向消费者免
费发放优惠券8000余张，联动近20家
重点商贸企业参与让利。同时，17家大
型房地产开发企业和36家车企、59个
品牌联名参与活动，大幅优惠让利，让
消费者真真切切享受到购物优惠。

促销活动成效显著

通川区以文化惠民点亮“五一”假
日，各项活动提升了通川人气，拉动了
经济，刺激了消费。各大商家的积极参
与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优惠，
增加了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假日期间有很多市民拿着公众
号抽取的消费优惠券前来消费。此外，
我们还开展了全场打折、品牌满减、低
价商品促销等活动。‘五一’期间我们
店的销售额同比增长近80%。”世纪隆
大北街店店长张健介绍，“希望今后还
能多开展一些类似活动，我们也将积
极参与，更多让利于消费者。”

记者从通川区商务局获悉，自4月
30 日大北街首演以来，通川区吸引了
大量市民和周边市州游客到来，形成
人气和消费共鸣共旺的景象。活动所
在地大小北街日均人流量超4万人，日
均到店客流量达1.7万人以上，商户销
售总额达 1.2 亿元，超去年同期 3 倍。

“五一”假日期间，全区几十家大型餐
饮企业推荐推广上榜菜品，拉动餐饮
消费同比增长 80%以上；全区接待游
客2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65.7%；实现
旅游收入1.2亿元，同比增长250.9%。
各重点商贸企业日均客流量达17万余
人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0%以上；商
品房销售收入 1.19 亿元，同比增长
40%以上；汽车销售 738 辆，实现销售
额1.18亿元，同比增长35%以上。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曹芮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