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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 玲）4月 26

日，第四批重庆市岗位学雷锋示范

点授牌仪式在区审计局会议室举

行。重庆市审计局副局长邓开伟，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德明为区

审计局财政审计科授牌。

邓开伟指出，永川区审计局财

政审计科是全市审计系统唯一一

个获得第四批重庆市岗位学雷锋

示范点称号的单位，这说明永川区

审计局在永川区委区政府的领导

下，积极拼搏，敢于创新，积极发挥

了审计监督作用，取得丰硕的成

果。希望永川区审计局全体干部职

工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树立“四个

意识”，不断提升工作水平和业务能

力，推动审计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赵德明指出，区审计局财政审

计科获第四批重庆市岗位学雷锋

示范点称号是区审计局高度重视

机关建设、业务建设、干部队伍建

设的成果体现。希望区审计局按

照市审计局的要求，从各个方面加

强建设，尤其是要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全国“两会”期间的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同时，要团结一心，提高创业

干事的本领，为永川争光。新闻媒

体要加大对重庆市岗位学雷锋示

范点的宣传，掀起学雷锋的热潮。

永川正在开展“三城同创”工作，要

通过区审计局财政审计科的事迹

宣传，让第四批重庆市岗位学雷锋

示范点发挥应有的示范、带动、引

领作用，推动我区精神文明建设。

区审计局财政审计科获第四批
重庆市岗位学雷锋示范点称号

邓开伟赵德明出席授牌仪式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近年来，永

川成功创建了国家高新区、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是重庆唯一拥

有三大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的区县。

进入新时代，永川科技战线将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构建

三大体系。一是围绕技术供给问题，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重点是科研项目管理、

研发机构法人化、科研成果转化收益分

配等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二是围绕资本来源问题，通过政府引导、

多方参与、市场化运作，设立一批科技金

融示范银行，建立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担

保基金、创业投资种子基金、中小企业风

险补偿基金三支基金，争取科技创新板

挂牌融资，构建“131”科技金融服务体

系。三是围绕科技经济融合问题，实施

科教兴区人才强区战略行动计划，积极发

展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高新技术产业，

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

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到2020年，永川国家高新区等三大

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富有成效，在全国

有较大影响，示范作用明显，基本建成西

部创新特区，推动永川高质量发展。

（图片由区科委提供）

▲

区科委负责人向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授牌

▲

2017年全国双创活动周、全国

科普日永川分会场启动仪式现场

加快建设西部创新特区 推动永川高质量发展
——访区科委主任张朝国

本报记者 付 丽

本报讯（通讯员 曾垂凤）自“三

城同创”工作启动以来，中山路街道

以浓氛围、树典型、建机制等为抓手，

以德治培育社会文明新风尚，助力

“三城同创”。

营造崇德向善文化氛围。该街

道在卧龙凼社区、孙家口村等村（社

区）大力打造文化大院、美丽乡村、孝

德文化墙，营造文化氛围。卧龙凼社

区化验所家属院突出自治和德治相

结合，把小区打造成为“和善育人、和

谐邻里、和乐家庭、和谐社区、洁美家

园”的美丽小区。“婚丧嫁娶节俭办、

勤俭节约代代传……”在孙家口村，

通俗易懂的七字《村规民约》，倡导移

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树立宣传新乡贤典型。新乡贤

陈吉友既是勤劳守法、白手起家的致

富能手，又是无私奉献、帮助他人的

爱心达人，更是矛盾调解、解决纠纷

的“土专家”。为发挥典型引领作用，

中山路街道通过多种渠道宣传他的

事迹，用榜样的力量激发群众，用美

德的感召带动群众，形成崇德向善、

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

建立美德表彰机制。中山路街

道“复制”现代银行管理体制，建立了

弘扬传统美德的“汇德银行”，将“助

人为乐、孝老爱亲、向上向善”的好事

善事记录，将其换算成积分，并定期

公示，年底根据积分的多少给予奖

励，评出街道“美德之星”“美德之家”

等，以此激励和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到

道德文化建设中来。目前，“汇德银

行”已在卧龙凼社区、孙家口村试点

推行。

中山路街道：以德治促文明树新风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对市民有什
么要求？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是一项系统

工程，不仅需要各部门通力合作，更

需要广大市民自觉参与，并在参与的

过程中提升自身素质。市民是城市

的主体，市民素质是城市文明的灵

魂，提升市民素质是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的群众基础和根本所在。每一个

人都应当为自己能够参与到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活动中而感到无比自豪

和骄傲，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自己肩上

的责任重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要求：

1.市民要关注、要知晓。就是每

个市民都要知晓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这项活动，并能说出“全国文明城区”

的评选标准和有关要求的基本内

容。要求市民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的知晓率、参与率、支持率都要达到

90%以上。

2.市民言行要文明、人际关系要

和谐。要求每个市民都要讲文明、讲

卫生、讲科学、守法纪、尚美德，说话

办事言行举止文明礼貌，人际关系友

善和谐。自觉遵守“二十字”基本道

德规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

庭美德，自觉遵守市民文明公约，自

觉维护城市公共秩序和城市形象，用

实际行动为创建文明城区做出自己

的努力，共同建设我们更加文明、更

加富裕、更加美好的幸福家园。

3.市民要广泛参与文明城市创建

活动。主动参与各项志愿者服务活

动，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尽力量、添

光彩，奉献光和热。

本 报 讯 （记 者

杨 雪）4月 24日，记

者从青峰镇了解到，

日前该镇在全镇范围

内掀起全面治理农村

生活垃圾的热潮，对

辖区内的陈年垃圾开

展全面清理排查，排

查一处，治理一处，清

理陈年垃圾60余处。

活动中，青峰镇

莲花石村的村组干

部、党员代表、公益

性岗位人员和部分

群众代表来到长滩

河清理陈年垃圾，垃

圾面积约20余平方

米，大家拿着清扫工

具认真清理，直到把

陈年垃圾全部装运

上车才离开。“像这

样的清理在这段时

间经常能见到，各村

都在行动。”青峰镇

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陈年垃圾是早些年

没有对生活垃圾集

中清运而形成的，多

在竹林、农村房前屋

后、闲置空地上。青峰镇启动

了农村生活垃圾全面治理行

动，特别是全面清理排查陈年

垃圾，4月底以前完成治理。当

前，该镇已实施了“户集、村收、

镇转运”的垃圾集中收运模式，

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

青
峰
镇
：
全
面
治
理
农
村
生
活
垃
圾三城同创三城同创

宣讲台宣讲台

绿化美化乡村公路
助推美丽乡村建设

日前，位于南大街黄瓜山代家店至中华梨村路段沿

路两侧工人们正在加紧施工。据了解，为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示范区，打造“畅通、安全、优美、生态”的公路通行环

境，由区建委、区林业局统筹，从2018年3月启动“绿化美

化乡村公路·助推美丽乡村建设”工程，通过公路洁化，沿

路绿化、美化及路域环境整治提升，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据悉，此次公路绿化建设投资410万元，沿路长8公

里，种植蓝花楹、樱花、奕树等14种绿化植被。工程预计

6月底完工。届时，将形成8公里长的绿色景观长廊。

记者 刘 灿 摄

本报讯（记者 孔秀英）4月24

日，棠城文艺大讲堂第59期开讲。

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戏剧

家协会原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永川

本土戏剧家蔡仕光应邀作戏剧小

品创作专题讲座。

蔡仕光生动形象地讲解了什

么叫戏剧小品，戏剧的要素、体系、

体裁、艺术风格，小品的特点，戏剧

小品表演的特点，以及导演的注意

事项等。他还现场邀请观众上台

做了挑水等命题表演。蔡仕光分

享了他多年来的创作经验和感悟，

指出戏剧小品创作有八忌：借、露、

直、浅、多、粗、俗、假。蔡仕光希望

有更多的人投入到戏剧小品创作

中来。

蔡仕光从事戏剧小品创作已

50多年，创作（发表、上演）了戏剧

小品近两百件，获得过“中国曹禺戏

剧文学奖”“全国职工戏剧小品大赛

奖”“重庆市戏剧小品大赛等级奖”

“四川省‘五一’文学艺术奖”“重庆

市职工艺术节金奖”等奖项。

棠城文艺大讲堂第59期开讲
“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获得者蔡仕光讲戏剧小品创作

郊游再添新去处。由吉安

镇精心打造的黄瓜山养生谷将

于4月28日正式开园。

据了解，养生谷位于吉安

镇黄瓜山顶永川和泸州交界

处，占地 500 亩。整个养生谷

天然园林打造，风景宜人，清澈

湖水，成片花海，点缀自然之

美。整个项目共分3期。第一

期建成开园，项目包括闻香花

海、听雨崖边客栈、果园采摘

等。二、三期项目包括森林小

木屋、栀子花步道、丛林紫藤花

道、玻璃栈道等。整个建设规

划 3-5 年完成，形成集旅游休

闲、餐饮娱乐、养生疗养等一体

的大型乡村度假基地。

图为养生谷花海一角。

记者 刘 灿 摄

郊游再添新去处郊游再添新去处 黄瓜山养生谷黄瓜山养生谷2828日开园日开园

▲机械培土

▲

栽植绿化树

本报讯（记者 陈仕川）4月26

日，科创讯飞人工智能学院成立典

礼在重庆科创职业学院举行。区

政协副主席马玉平，市教委高教处

相关负责人为新成立的科创讯飞

人工智能学院授牌。

在成立典礼上，马玉平向科创

讯飞人工智能学院的成立表示祝

贺。她说，今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

复永川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

当前，永川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

人工智能、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电子

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等新兴产业蓬勃

发展，成为重庆高新技术孕育发展的

热土，也是企业投资兴业、学子成才

报国的热土，希望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与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此次科

创讯飞人工智能学院的成立为契机，

进一步深化合作、携手创新，切实把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和十九大

精神落实在永川大地上。

科创讯飞人工智能学院的成

立，标志着重庆科创职业学院与科

大讯飞的合作迈出了关键一步，校

企双方将发挥优势、共享资源、运

用特长，以科创讯飞人工智能学院

为基础，共建学科专业群，共建师

资队伍，推动校企共同育人，培养

高质量人工智能人才，为重庆乃至

全国的智能经济、智能社会发展提

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永川区教委、区科委、区人社

局、区科协、凤凰湖产业园相关负

责人参加了典礼。

科创讯飞人工智能学院挂牌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