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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12日，重庆市深入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动员大会暨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召开。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会议并讲

话。他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深化落实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

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要求，

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快建设山清水

秀美丽之地，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

台阶。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作工作部署，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市政协主席王炯，

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

责同志，市高法院、市检察院、重庆大学主要

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吴存荣主持会议。

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

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

生的重大社会问题。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必

须强化上游意识，担起上游责任。去年下半

年以来，市委认真贯彻中央精神，通过一系

列会议和具体部署，切实在思想上补课、工

作中补缺，统筹推进“两地”建设，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日益成为重庆大地的主旋律。同

时也要清醒看到，我市生态环保形势依然不

容乐观。全市上下要深刻认识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是大势所趋、责任所系、发展所需、问

题所迫、民心所向，进一步深化思想武装、提

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陈敏尔指出，必须牢牢把握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基本要

求。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还自

然以宁静、和谐、美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

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落实“良好生态环境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求，提供更多优质

生态产品。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

体”思想，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

明建设。把握“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

护生态环境”路径，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

供给。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导

向，统筹抓好“建”“治”“管”“改”各项措施。

实现“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目标，彰

显山水自然之美、人文精神之美、城乡特色

之美、产业素质之美，让巴渝大地“颜值”更

高、“气质”更佳。要聚焦关键领域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全力确保水环境安全，坚决打

赢蓝天保卫战，扎实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全

面加强农村环境治理。

陈敏尔强调，要切实抓好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重点任

务。着力构筑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统筹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着力形成绿

色发展方式，大力推动产业生态化、生态产

业化。着力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坚决防止发

生重特大生态环境事件。着力推进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落地见效，形成助推绿色发展的

制度“利器”。用好法治手段、科技手段、市

场手段，着力提高生态治理水平。着力培育

生态文化，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生态文明意

识。

陈敏尔强调，各级各部门必须增强“四

个意识”，切实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

责任。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突出项目化、工程化、事项化推进。加

强考核评价、督查评估和追责问责，确保工

作落实。加强队伍建设，打造一支生态环境

保护铁军。加大信息公开、宣传引导和舆论

监督力度，营造生态文明建设良好氛围。

唐良智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按照市委的统一部署，全力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各项任务兑现落实。抓好生态

修复，重点推进一批绿化提升、生态治理、生

态特色风貌重大工程，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

态屏障。抓好水污染防治，控源头、扩容量、

补短板，扎实推进“三水共治”。抓好大气污

染防治，控制交通、扬尘、工业、生活污染，打

好“蓝天保卫战”。抓好土壤污染治理，摸清

底数、严控增量、减少存量，改善土壤环境质

量。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聚力解决突出

环境问题、整治农村面源污染、打造美丽田

园，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抓好生态

经济体系建设，守好产业“准入关”，做好“加

减法”，激发创新源动力。抓好生态环境风

险防范，强化地质灾害、危险化学品、矿山风

险防控，坚决遏制重特大环境事件发生。抓

好环境治理方式创新，推进法治环保、科技

环保、全民环保、协作环保，不断提高生态治

理能力。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永川

区委书记滕宏伟在主会场参加会议，永川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志飞、永川区政协主席刘

祥全及全体在永区领导在永川分会场参加

会议。

本报综合消息

陈敏尔在重庆市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动员大会暨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唐良智讲话 张轩王炯出席

本 报 讯（记 者 涂

燕）6月12日，区长罗清

泉前往朱沱镇调研环保

基础设施建设进展情

况。他强调，要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倒逼进

度，确保环保基础设施

按时建成投入使用。

是日上午，罗清泉

来到正在建设中的朱沱

污水处理厂。该项目位

于朱沱镇汉东村，日处

理污水4600立方米，尾

水处理后达三类水质标

准经管网排入长江。他

指出，污水处理厂事关

百姓民生，事关生态环

保。朱沱镇是万里长江

进入重庆的第一镇，一

定要努力筑牢重庆长江

第一道生态屏障，保住

一江碧水。要深入贯彻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明确责任，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倒逼进

度，全力以赴推进项目

建设。区环保局要派专

人专班跟踪项目进度，

加强督促检查；施工单

位要增加人员和设备，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

保按时建成投入使用。

罗清泉强调，项目

投运后，业主单位要严

格按照有关标准和要求

规范运行，进一步优化

工艺技术，提升处理水

平，注重日常管理和维

护，确保环保基础设施

发挥应有作用；区环保

局要加快推进在线监测

数据联网运行，及时、精

准掌握污水处理厂运行

情况及相关指标数据，

确保污水处理厂规范运

行、污水达标排放。

当天，罗清泉还调研了“厕所革命”工作推

进情况。他指出，场镇厕所的建设应和美丽乡

村、环境整治有机结合，综合施策，统筹推进。

要以人民为中心，从小处着眼入手，坚持实事求

是、因地制宜，科学选址、方便百姓；厕所规划设

计不能“贪大求洋”，要实用实在，量力而行。

副区长杨华陪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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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市政协副主席周克勤来永调研松溉古镇保护与利用情况。王济光、滕宏伟、罗清泉、刘祥

全等一同或陪同调研。图为周克勤一行在松溉古镇街头调研。 记者 范 辉 摄

本报讯（记者 彭禹乔）松溉

建镇历史悠久，镇史辉煌，至今

仍保存着大量具有历史传统和

地方特色的人文遗址、建筑风

貌、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如何

做好松溉古镇的保护和开发建

设工作，让古镇重现“白日千人

拱手，入夜万盏明灯”的盛况？6

月13日，市政协副主席周克勤

率队，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

来永调研松溉古镇保护与利用

情况。

古镇老街蜿蜒曲折、古朴

清幽。当天，周克勤一行先后

实地调研了马路街马帮议事

厅、陈少南故居陈列馆、新运纺

织厂陈列馆、古县衙、紫云宫等

景点。每到一处，周克勤都要

对修缮用材、工艺等进行察看，

询问遗存保护机制、产品升级

打造等情况，并对修缮后的管

理、使用等提出要求。松溉古

镇祠堂众多，现有罗府宗祠、樊

家祠堂、陈家祠堂等13家。看

到罗府宗祠建设恢弘大气，管理井井有

条，周克勤给予了肯定。通过察看、问

询，周克勤对家族姓氏起源、名人事迹、

祠堂陈设、仪式举行等情况作了详细了

解。 他指出，要利用好祠堂，把整个家

族成员联系起来，形成宗族内部的凝聚

力和亲和力，多组织和探索一些有教育

意义的仪式、活动，弘扬家族优秀文化，

教育后代发扬家族传统美德。

周克勤在调研中指出，作为千年古

镇，松溉古镇具有规模体量大、文化底

蕴厚、历史名人多等特点，给永川留下

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保护、修复、建设

和开发利用好松溉古镇的历史文化和古

迹，充分展示古镇特有的文化价值，对

打造永川旅游产业发展“升级版”

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科学规

划，突出品位特色。 紧紧依托古

镇生态资源和历史文脉，加强对

古镇空间立体性、风貌整体性、文

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划和管控，

充分挖掘、传承、发展和利用好古

镇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更好地

展示古镇魅力。要延续历史文

脉，做到修旧如旧。以重要文物

遗迹保护展示为基础，不断修缮

历史遗存，通过复原性保护展示

陈少南故居、古县衙、东狱庙等一

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标志性建

筑古迹，做好文物保护、景点打造

等基础性工作，留住古镇历史记

忆。要坚持以人为本，培育新型

业态。将古镇保护与产业培育结

合起来，引导古镇居民参与旅游

产业建设，推动古镇休闲文化体

验产业走向规模化、差异化、品牌

化，通过建设免门票的消费型古

镇，不断集聚古镇人气，让原住居

民在古镇保护发展中享受到实实

在在的红利。

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常委、市政协

副秘书长、学习及文史委主任王济光等一

同调研，永川区领导滕宏伟、罗清泉、刘

祥全等陪同调研。

周克勤来永调研松溉古镇保护与利用情况
王济光滕宏伟罗清泉刘祥全等一同或陪同调研

本报讯（记者 陈娇娇) 在经济社会飞

速发展的今天，音乐已成为人们精神生活

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13日下午，区政协

举办“政协讲堂”第四讲，连任四届区政协

委员、重庆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李琳应邀主

讲“创作与灵感”，带领大家走进他的音乐

人生。区政协主席刘祥全出席。

区政协副主席张健、魏智等参加，区

政协副主席钟代华主持。

作为永川本土的知名音乐人，李琳为

永川的学校、镇街和企事业单位创作了上百

首校歌、镇歌及单位形象歌曲，由他创作的

多首流行歌曲至今仍在全国大江南北传

唱。他创作的纪实公益歌曲《寻找妞妞》，在

全国掀起了寻找失踪儿童的活动。

在讲座中，李琳以大量生动的实例讲

述了他创作灵感的来源、如何走上音乐之

路、音乐的力量、音乐如何改变命运甚至

拯救生命。他还与大家分享了多首优秀

的原创音乐作品，讲述了作品背后的故

事，或感人或励志。现场多次响起热烈的

掌声。当讲到他如何通过音乐在全国掀

起寻找失踪儿童的活动、如何拯救罹患重

病小男孩、如何歌颂为救落水妇女而牺牲

生命的年轻战士时，到场听众数度落泪，

音乐的感染力展露无遗。最后，讲座在

《文明永川》的优美旋律中圆满结束。

听取讲座的委员们纷纷表示，聆听李

琳的音乐作品和创作故事，不仅让大家对

音乐有更深的认知，还更深刻地感悟到了

音乐的至真至美，感受到了创作与灵感的

无限魅力。

部分区政协委员，区政协机关委室全

体干部职工，区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

人民团体，区文联、区文化馆部分工作人

员听取讲座。

“政协讲堂”走进李琳委员的音乐人生
刘祥全等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