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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4 日至 6 日，市委
书记包惠深入万源市、宣汉县部分偏
远乡镇，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调研
指导脱贫攻坚、基层党建等工作。包
惠强调，脱贫攻坚已进入争分夺秒的
关键时刻，广大党员干部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攻坚克难、全力冲刺，坚决
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为全市实
现“两个定位”、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
作出更大贡献。

青山陡峻、白云缥缈，走进深秋的
大巴山——万源市花萼乡枞树梁村易
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一摞摞金灿
灿的玉米棒子诉说着村民们丰收的喜
悦。“生活怎么样，收入增加没有？”包
惠来到张荣涛、唐天强等村民家中，与
大家围坐一起拉家常，详细了解子女
就业、家庭种养业发展等情况。“贫困
户搬进新房子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
要精准施策、重塑信心，让他们和党委
政府一起共同努力，真正过上新生
活。”包惠还先后走访了宣汉县新华镇
盐店村、土黄镇大房村、三墩土家族乡
大窝村等地，访农家、聊家常、问民
生。每到一户，她都认真查看扶贫档
案资料，逐项核算收入，现场研究持续
增收措施。在大窝村，包惠与基层党
员干部群众一道召开“院坝会”，听取
大家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切身感受和意
见建议。听到大窝村人民群众纷纷对
党的政策和党委政府的工作表示感恩
感激感谢后，包惠说，大窝村经过多年
努力终于脱贫，可喜可贺。近年来，在
各级各部门的帮助下，大窝村的基础设
施有了极大改善，得益于以大旅游带动
大扶贫、大发展，大家努力拼搏、辛勤创
造，走出了一条稳定脱贫、高质量脱贫
之路。随着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家

的生活也一定会越来越好。希望乡亲
们保重身体，好好工作、生活，同全市人
民一道推进乡村振兴，创造更加幸福
美好的生活。各级党委、政府将一如
既往关心支持大家，确保脱贫攻坚路
上绝不落下一村一户一人。包惠还看
望慰问了贫困户程远碧、彭云仲。

产业脱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
策。宣汉县厂溪镇老林村大力发展脆
李基地，带动村民就地务工增收；樊哙
镇高台村做足“茶文章”，推进茶溪谷
建设，打造茶文旅综合示范区；土黄镇
董坡村紧盯黄精、川贝、藏红花等地道

川药种植，已结出累累硕果。包惠对
此给予肯定。她强调，要立足资源禀
赋特点，突出优势和特色，按照全产业
链发展思路，下大力气“建链、补链、延
链、强链”，不断延长产业链、拓宽产业
幅，着力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
展，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打赢脱贫攻坚战离不开坚强有力
的基层党组织。每到一个乡镇，包惠
都会询问了解基层党建情况和便民服
务中心的运行情况；每到一个贫困村，
包惠都要实地察看“两室一阵地”建

设。她强调，要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培育壮
大农村致富带头人，为广大农村脱贫
奔康奠定坚实基础。包惠十分关心基
层干部的待遇情况，要求研究完善村
干部待遇保障机制，有效激发广大基
层干部干事创业活力，推动乡村各项
事业发展。

包惠还调研了乡镇行政区划调整
改革及文旅融合发展工作。

唐廷教、王全兴、王洪波等参加调研。
（本报记者 谭楚甲 文/图）

包惠到万源、宣汉调研时强调

攻坚克难全力冲刺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本报讯 11月5日，市政府领导
班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听取
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调研成果汇报，
安排部署主题教育下一步工作。市委
副书记、市长郭亨孝主持会议并讲话。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根据中央、
省委和市委统一部署要求，市政府领
导班子成员深入基层一线开展专题
调研，形成一批质量较高的调研成
果 。 交 流 会 上 ，郭 亨 孝 带 头 围 绕

“以大开放大创新引领达州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课题作交流发言，其他

班子成员分别围绕推动我市民营经
济发展、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建设
区域教育中心、加强项目谋划储备等
方面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一系列有针
对性、可操作的对策措施。

郭亨孝强调，要强化理论武装，
增强政治意识；要突出问题导向，强

化专项整治；要抓好学用结合，推动
成果转化，用发展的丰硕成果检验调
研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活动实效。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邓瑜华，市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市长何政，副
市长陈文胜、丁应虎，市政府秘书长向
仕春出席会议。 （本报记者 江吉）

生意再好不出门 出店占道路难行

市政府领导班子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
郭亨孝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 11 月 7 日，市政协机
关开展“党员活动日”活动。市政协
主席康莲英，市政协副主席张洪波、
王能秋，秘书长魏艳以普通党员身
份参加活动。

活动中，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
会议公报》，观看了黄文秀先进事迹
专题片。机关全体党员就如何贯彻
落实四中全会精神、提升政协履职
质量，进行交流讨论。

会议要求，要坚持和完善社会
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把准人民政协
新时期新的性质和定位，明晰履职
思路，以履职实绩不断促进国家治
理体系现代化。要完善和发挥好人
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新
要求，积极制定协商规则，打造协商
平台，进一步凝心聚力。要实现建

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广泛
宣传社会治理新制度、新举措，在国
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积极发挥人民
政协在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增进和
谐方面的重要作用。要建好队伍，
提升履职能力，把机关党员干部锻
造成为信念更加坚定、理想更加崇
高、本领更加高强的队伍，为我市实
现“两个定位”、争创全省经济副中
心贡献智慧和力量。

大家表示，黄文秀同志坚守初
心，勇担使命，具有崇高的理想和
人生观价值观，怀揣人民至上的
信念奉献社会、回报社会、感恩社
会，心中有党性、有大爱，是新时期
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和模范，是激
励自身履职担当的精神动力和源
泉。

（杜韦 李敬洲）

本报讯 11 月 6 日，全市乡镇行
政区划调整改革工作推进会召开，会
议以电视电话形式召开。市委副书记
徐芝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在听取大竹县、达川区、渠县三汇
镇的交流发言和6个专项小组的工作
安排后，徐芝文指出，5个涉改区县认
识全面深化，方案全面优化，工作全面
实化，全市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前
期工作坚定有力，为推进改革奠定了
坚实基础。他强调，乡镇行政区划调
整改革工作已进入方案公示期，要通
过深入扎实的群众工作统一思想认
识，化解各种矛盾隐患，确保让方案成
为广大群众认同和拥护的方案，使乡
镇撤得安定、并得平稳、改得和顺。

徐芝文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保持
清醒理性，为深化群众工作再添干
劲。要群众利益关切不漠视，按合理

诉求解决问题到位，无理诉求思想教
育到位，生活困难帮扶救助到位，违法
行为依法处理到位的原则，让群众变
担心为放心，用实际成效赢得群众对
改革的衷心拥护。要工作问题交接不
遗漏，督促被撤乡镇做好问题排查梳
理，对债权债务、项目建设、群众诉求、
矛盾纠纷、安全隐患等列出清单，建立
审核移交机制，为如期顺利转隶打好
基础。要加强领导统筹不减弱，扎实
开展驻乡进村工作。要注重实践创
新，积极探索建设“永不离开的服务
队”，切实加强被撤乡镇社区建设和加
强重点镇综合治理，推进改革工作纵
深开展。

莫怀学主持会议，洪继诚、何政、
郑友清、胡兵、朱丰年、张洪波、何洪波
出席会议。

（本报记者 刘姣）

市政协机关开展“党员活动日”活动
康莲英参加

全市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工作推进会召开
徐芝文讲话

全市广大新闻工作者：
在全市上下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热潮之际，我
们高兴地迎来了第20个中国记者节。
在此，我谨代表中共达州市委、达州市
人民政府和全市700万人民，向辛勤工
作在全市新闻战线的广大新闻工作
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向所有关心支持达州新闻事业繁荣发
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和崇高的敬意！

今年以来，全市广大新闻工作者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导向为魂、移
动为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加快融
媒体中心建设，传统媒体互联网基因
越发鲜明，新媒体规范发展越发凸显，
逐步构建起了全媒体立体传播的大宣
传格局。全市广大新闻工作者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坚守新闻舆论工作的职
责使命，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精
心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重大主题宣传活
动和重大典型宣传报道，推出了一大
批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新闻佳
作，为建设幸福美丽达州提供了强有
力的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

新闻与时代同行，媒体与责任同

在。当前，达州正处在加快建设四川
东出北上综合交通枢纽和川渝陕结合
部区域中心城市、奋力争创全省经济
副中心的关键时期，希望全市广大新
闻工作者，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
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推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
人心，更好传播中央、省委、市委的声
音；持续攻坚破难，加快融合发展，打
造新型主流媒体，形成立体多样的现
代传播体系，开创全市媒体发展新局
面；持续推进“走转改”、践行“三贴
近”，不断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创新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提高工作
质量和水平，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
更高昂，把达州故事讲出高度、带出温
度、悟出深度，切实提升新闻舆论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推动我市
新闻舆论工作强起来，以实际行动为
全市加快实现“两个定位”、奋力争创
全省经济副中心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祝全市广大新闻工作者节日快
乐、身体健康、工作开心、阖家幸福！

包惠

2019年11月8日

致全市新闻工作者的慰问信

本报讯 11 月 6 日，副省长杨兴
平到四川文理学院调研，对学校未来
发展提出殷切期望。市委副书记、市
长郭亨孝陪同调研。

杨兴平一行先后前往艺术传媒美
术馆、教学实训中心，听取学校在校风
学风、教育特色和育人成果等方面的
情况介绍。在教学实训中心，杨兴平
走进雕塑陶艺、服装服饰、平面设计等
实训教室，现场观看师生们的实操过
程和创作成果，与师生们进行交流，勉
励同学们发扬创新和工匠精神，精雕
细琢、创作精品。

调研中，杨兴平对学院的育人特
色、人才培养、发展规划和办学成就等
给予肯定。希望四川文理学院扎实推

进高水平应用型本科建设，切实提升
学校的办学水平、办学质量和办学能
力，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要在
资源整合、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
面下功夫，增强学校综合实力，稳步推进
实现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目标，全面提升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工作的
整体水平，推动学校实现整体转型发
展。当地党政和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
四川文理学院的建设发展，积极助推
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为学校的高
层次人才引进、高水平本科建设和应
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提供政策支持。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直机关
工委书记洪继诚，副市长丁应虎参加
调研活动。 （本报记者 罗丹）

杨兴平到四川文理学院调研时指出

推进高水平应用型本科建设
郭亨孝陪同

文旅扶贫新发展，硕果金秋漫巴
山。11 月 6 日，四川省第十届乡村文
化旅游节（秋季）在宣汉县巴山大峡谷
开幕，旨在展示宣汉文旅扶贫成果和
交流全省乡村旅游发展成功经验。

开幕式上演视听盛宴

“本次节目太精彩了，特别是《山
路不止十八弯》……”当天，来参加节会
开幕式的嘉宾、广大游客满怀喜悦，在
绿水青山间欣赏当地的“民俗风情”。

开幕式上，表演者声情并茂地表
演了《巴武雄姿》《山路不止十八弯》

《巴山女人》《巴人炫歌》等具有浓郁达
州特色的民俗文艺节目，为来宾和游
客们献上了一场精美的视听盛宴。游
客们纷纷表示非常震撼，特别喜欢。

据了解，本次乡村文化旅游节选
在宣汉县巴山大峡谷举行，是对宣汉
县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大力实施“开发扶贫”“全域旅游”
战略，探索文旅扶贫模式的充分肯定。

“梦回巴国”展示历史印记

节会上，首次对外开放了“梦回巴
国”印象博物馆。博物馆集中展示了
先秦巴人在此繁衍生息、筑城立国，创
造出的璀璨巴文化，一些历史印记和
出土文物，带领游客重回巴国那段辉
煌历史岁月。

近年来，宣汉县立足“建成全国巴
文化高地”的目标定位，充分挖掘巴文

化资源，通过穿巴人服、唱巴人歌、跳
巴人舞等形式，不断丰富巴文化内涵，
在宣汉各地掀起一波又一波跳巴人
舞、穿巴人服、唱巴人歌的“三巴活动”
高潮，血性阳刚、重情重义、崇文尚武
的巴人精神重现宣汉大地。

文化旅游艺术展相继登场

本次节会，来宣嘉宾和广大游客
行程满满，相聚瓦厂坪，坐享群山伟
岸；漫步鱼泉河，感悟幽深峡谷；拜水
两河口，笑谈鸳鸯廊桥；寻觅陶家堡，
品巴人“八大碗”；抵苏家屋基，乘索道
直入云霄看漫山红遍；登罗盘顶峰，沐
清风迎入川第一缕阳光；徜徉红豆杉
栈道，拥抱岭脊峰丛；踏步玻璃栈道，
挑战刺激人生；驻足桑树坪，夜游别样
巴山；探险大象洞，叹服鬼斧神工。大
家乐在其中，流连忘返。

同时，脱贫攻坚成果展、达州市特
色旅游商品展、四川省流动文物展、巴
山大峡谷规划展等形式多样的文化艺
术展览也相继登场，全力助推此次文
旅节圆满召开。

据悉，截至目前，巴山大峡谷片区
贫困人口从 9.1 万人减少到 2513 人，
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创造
了可复制的样板，为消除返贫、永续发
展创造了可持续模式，成功走出了一
条贫困山区依托文化旅游实现脱贫奔
康的新路子。

□本报记者 刘岸 文/图

绿水青山展现“民俗风情”
——四川省第十届乡村文化旅游节（秋季）侧记

包惠与群众亲切交谈

开幕式演出开幕式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