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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的地方，既有‘颜值’，更有

‘气质’。”居住在黄瓜山代家店院落的杨

吉海自豪地介绍着自己的家，“瞧，远处有

平坦的小道、葱郁的林木、多彩的墙画、规

整的田园，近处的竹篱笆里圈养着家禽，

院坝干净整洁，水电气网络样样有，邻里

相处和睦。村子越来越美，我们的生活也

越来越好！”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我们的农

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

裕。生态宜居是基础。我区把黄瓜山作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片区，坚持净

化、美化、亮化、硬化、文化、管理自主化

“六化”同步实施，大力实施片区道路、文

旅设施、院落整治、污水垃圾整治、绿化美

化亮化、土地整理及水利设施、商贸设施、

改水改厕改气、违法建筑整治、产业发展

十大项目，在黄瓜山上勾勒出一幅“田园

美、庭院美、生活美”的现代田园画卷。

生态宜居环境美
沿着南大街街道代家店村委会办公

室一侧的道路往里走，就是杨吉海居住的

代家店院子。

一路走，一路看，这里的风景别样

好。宽阔平坦的油路向里延伸，行道树的

枝叶随风摇摆，每隔10来米的距离矗立

着一盏太阳能路灯，路边还布置了垃圾

桶。院里的中央区域是个绿色小广场，有

供人们小憩的石凳，也有郁郁葱葱的林

木，院落的四周坐落着三四幢两楼一底

的小别墅，巴渝传统民居风貌，典雅又洋

气。

杨吉海告诉我们，他以前居住的农

家院是个土瓦结构的房屋，年久失修十

分破旧。如今，这个新房子是一室一厅

的小户型，条件比以前房屋好得多，和城

里房屋装修一样，“六通一平”全部安装

到户。这段时间正在抓紧时间装修房

屋，待明年黄瓜山梨花再开时，他就要搬

进新家了！

与杨吉海一起住进这个新式农家院

的一共有48户村民。目前，已经入住的

有16户，其余的都还在进行内饰装修。

黄瓜山上，像代家店这样既有“颜值”

又有“气质”的院落有15个。区城乡建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硬化、净化整治基

础，家家户户都实现了自来水、天然气进

户，生活污水有效处理，垃圾实现分类清

运，扩建省道路8.7公里，整治农村公路

33公里，修建村民人行便道47公里；通过

亮化、美化提升环境，庭院栽种绿化苗木

16000株，安装了960盏太阳能路灯，启

动土地整治及矿山复绿复垦5200亩，进

一步改善黄瓜山人居环境。

内外兼修文化浓
相比代家店院子洋气的院落风貌，龙

进湾院子更符合大多数人对农村民居的

认识。龙进湾院子以散居为主，共有34

户134人在这里居住。

随意走进一家大院，白墙黑瓦的民居

掩映在葱葱树木间，房前有泛着绿波的堰

塘，庭院周围被三角梅、秋葵等各种植物

簇拥，宁静自在，和谐安详。与代家店院

子相比，龙进湾院子的文化氛围更浓厚，

房前屋后或通道的围墙上还有彰显农村

生活气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

化墙，有表现二十四节气的，有表现田间耕

作的，有表现手工纺织的，寥寥几笔，勾勒

出简单素雅的田园生活，让人赏心悦目。

（下转4版）

现代田园新画卷
——我区“六化”打造“三美”黄瓜山

本报记者 杨 雪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党的十九大取得的一个重要理论成

果和重大历史贡献，就是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将

其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就要牢

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这一主线和灵魂，深刻领会其精神

实质和丰富内涵，把这一重要思想贯彻

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

党的建设各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划时代

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

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紧密结合新的时

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

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

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

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过去5年，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发生

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的

原因，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的坚强领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

96年来，我们党之所以不断从胜利走向

新的胜利，就在于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

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

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

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

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

主题，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主题。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

以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提出“八个明

确”，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

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

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

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提出“十四个坚持”

的基本方略，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

文化、民生、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

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外交、党

的建设等各方面工作作出理论分析和政

策指导，明确了新时代各项事业发展的

大政方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一个主题鲜明、逻辑严谨、系统完整

的科学理论体系，我们要深入领会、准确

把握，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更好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为学之实，固在践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学用一致，在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下功夫，

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上取得实效，在落

实部署、见诸行动上取得实效。

坚持学而信、学而思、学而行，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不断引向深入，确立思想理论的“定盘

星”、坚定理想信念的“主心骨”、筑就“四

个自信”的“压舱石”，我们就能充满信心

与力量，奋进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

让我们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旗帜，在新时代的历史进

军中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不断开辟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

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

灿烂的真理光芒。

新华社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
二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 唐孝东）11月 9

日，在一场瓦斯治理专项检查通报会

上，区煤管局负责人就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抓好煤矿安全工作、建设绿色矿山

展开宣讲。这是近期区煤管局坚持真

学真悟真讲真用，积极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着力推动十九大精神在

煤炭行业落地生根，促进煤矿安全生产

的一个缩影。

区煤管局坚持有计划有步骤地学

习党的十九大报告、新修订后的党章等

原文，通过反复讲、反复学，做到学懂弄

通，领会精神实质，用以指导煤炭行业

发展。坚持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与煤矿安全监管工作等相结合，组织煤

矿安全监管人员利用到煤矿开展监管

检查的机会，对煤矿企业开展十九大精

神的宣讲。重点解析十九大报告关于

安全工作、美丽中国建设等与煤矿密切

相关的内容，推动煤矿企业立足实际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

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

一的思想，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快安全生产标准

化建设，积极推进机械化减人，自动化、

信息化换人等工程，切实提升煤矿安全

保障能力，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

确保煤矿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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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优化水资源配置构建现代水网格局
本报讯（记者 杨 雪）关门山水库至临江河（城区段）河库

连通工程全面完成、龙门溪—革命水库—临江河河库水系连通

工程开工建设……近年来，我区着力优化水资源配置，构建现代

水网格局，部分河段已实现互通互联。

关门山水库至临江河（城区段）河库连通工程，将关门山水

库原水通过输水管网直接输送至城区三水厂，有效避免了原水

在河道自流中的面源污染，现已完成9.1公里输水管网的铺设，

以及4.83公里的河道清淤护岸工程。投资约1600万元的松溉

长江提水工程输水管线延伸工程顺利完成，管道工程安装全线

贯通，达到通水条件，正在进行临时占地复耕及构筑物恢复工

作。“这个工程可将原水通过管网从城区三水厂输送至城区一水

厂，彻底解决城区一水厂原水水质问题，并充分发挥松溉长江提

水工程效益。”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除已完成的互通互联工程外，龙门溪—革命水库—临江河

河库水系连通工程正在有序推进中，该工程建成后每年将为临

江河提供生态补水378万立方米；小安溪至城区河道（胜利河、

青峰河、跳蹬河、萱花河、玉屏河）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已开工建

设，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全力争取，将于近日开展取水口再次

论证工作。“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我区水资源环境约束趋

紧，着力优化水资源配置，构建现代水网格局，是水利工作面临

的重大课题。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水系连通工程的实施，让永川

水利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构建起水资源高效配置的现代水

网。”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永川“新乡贤”宣讲进院坝村民都说“喜欢听”
据《重庆日报》消息“对我们

农村来说，实现全面小康，不仅要

把经济搞上去，还要坚持移风易

俗，我把它概括成四句话：穿的是

绸，住的是楼，吃的都带油，背起

票子出去搞旅游。”11月13日上

午，在永川区朱沱镇涨谷村举行的“新乡贤”党的十九大精神宣

讲会上，“新乡贤”杜清华的一番话，赢得村民一阵掌声。

宣讲会在涨谷村“新乡贤”周希林家院坝举行，左邻右舍共

计40余人聚在一起听讲。周希林不仅自己亲自讲，还请来四望

山村“新乡贤”杜清华、福龙桥社区“新乡贤”张增佑一同宣讲。

率先登台的杜清华介绍完十九大报告的基本内容后，将重

点转移到移风易俗上。他给大家算了笔账：本地一户农民，一年

要吃的满月酒、满岁酒、升学酒等各种酒席不下20次，过年过节

走人户不下40次，每次按200元礼金计算，一年就得花掉1万

多元。无论是对吃酒的人还是办酒的人，都是一笔很大的负担。

“十九大报告专门讲到，要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

动，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我认为，我们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就

是刹住‘整酒风’，与其把这笔钱浪费在整酒上，还不如出去旅游

一下，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杜清华一席话说得大家心服口服。

他还建议，刹住“整酒风”，村支“两委”委员要带头，自己坚持不

办无事酒、不吃无事酒，大家的观念就会跟着转，就能慢慢刹住

“整酒风”。之后，“新乡贤”张增佑、周希林分别就十九大报告有

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等内容进行了重

点宣讲。 （下转4版）

永川

昌州古城12月开街

近日，记者从区新城建管委了解到，位

于神女湖旁的昌州古城一期将于下月开街

试营业，届时，市民又添一处休闲娱乐好去

处。

据了解，该项目于2015年10月开工建

设，以昌州文化为主题，打造集旅游、文化、

非遗为一体的旅游古镇，总投资30亿元，已

投资5.8亿元，建设面积共计13万方，目前

已开发体量5万方，整体工程预计将于2022

年12月建设完成。

记者 陈科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