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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护航 共筑未成年人保护网
区人大常委会开展《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执法检查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涵 菓）
7 月 19 日 ，区 人 大 常 委 会 开 展
《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以
下简称《条例》
）执法检查，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何家利，副主任先大
友、李青、常永官、颜裕杰、詹永
胜，区政府副区长毛伟，区人大常
委会执法检查组成员，区人大各
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委室、区政
府相关部门及各镇街分管领导参
加执法检查或座谈。
会前，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
查组先后实地走访重庆 37 中学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与法治安全教
育基地、九宫庙街道少年儿童保

护发展中心，
听取情况汇报、查看
有关基础设施，了解全区各领域
在贯彻实施《条例》方面的工作情
况、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采取
的主要措施以及贯彻实施过程中
存在的困难问题，探讨改进措施
和方法。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区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听取区
政府关于贯彻执行《条例》的情
况汇报和区人大执法检查调研
组的调研报告。执法检查组认
为，
《条例》施行以来，区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
位 通 力 合 作 ，从 严 落 实 家 庭 保

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
保 护 ，大 力 开 展《条 例》学 习 宣
传，建立完善体制机制和工作网
络，聚焦解决重点难点问题，有
力推动全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不断取得新成效。
“要坚持问题导向，
把工作的
着力点放在解决最突出的矛盾和
问题上。”
“ 希望下一步要细化职
能职责，加大《条例》的宣传教育
力度，
加大执法力度。
“
”阵地建设
亮点多多，要进一步高效整合资
源，关注心理健康、家庭教育等，
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
围。”……会上，参会人员肯定了

完善机制 推动教育品质提升
区政协召开对口协商会，就加强成渝双城古道教育协同发展
联盟工作开展协商
本报讯 （记者 王雯 实
习生 邓雨诗） 7 月 20 日，区
政协召开对口协商会，就加强成
渝双城古道教育协同发展联盟
工作开展协商。区政协副主席
胡军，区政协相关委室以及部分
区政协委员，区教委、区内相关
学校负责人参加。
会上，区教委负责人介绍了
我区在成渝双城古道教育协同
发展联盟工作的总体情况；各相
关学校负责人结合各自建设联
盟特色作了汇报。据了解，为加
快促进成渝地区教育深度融合，
加速推动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
展，从而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协同创新发展，
“ 成渝双城古
道教育协同发展联盟”应运而
生。截至今年 6 月，双城古道教
育联盟共有四川简阳市、广安
区，重庆大渡口区、大足区等 12
个成员单位。近一年来，联盟已
从多方面、多角度、多维度开展
了有价值、有实效的活动，共同
促进了成渝两地联盟教育融合、
协调、高质发展。
随后，区政协相关委室及部
分政协委员围绕主题，就我区加
强成渝双城古道教育协同发展
联盟工作积极建言献策。
胡军表示，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中，区教委抓住机

遇，不断提升教育品质，体现了
担当、创新的精神。在成渝双城
古道教育协同发展联盟发展中，
我区开展的工作效果好、有亮
点，
成绩突出，
值得肯定。
胡 军 要 求 ，要 坚 持 以 习 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要不断完善机制，
完善措施，加大宣传，结合当前
大的发展战略，推动我区教育
品质提升；要共同努力，助推我
区教育事业发展成效丰硕，开
枝散叶，为服务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协同创新发展作出应有
的贡献。

用心用情为退役军人服好务
（上接 1 版）
张邦平还走进么周力志愿
者服务队工作室，看望慰问了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全国学雷锋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负责人么周力。
么周力是一名退役军人，
现为大渡口区希望心理社会工
作 服 务 中 心 主 任 。 2015 年 以
来，她带领团队累计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时长达 2000 小时，接
听热线咨询电话 3 万余次，及时
处 理 各 类 心 理 应 急 危 机 3000
余起，成功挽救群众生命近 200
人。
张邦平希望她继续带领团
队为退役军人提供心理咨询、心
理辅导、心理干预等方面服务。
随后，张邦平来到天安数码
城，调研了重庆迪安医学检验中
心、重庆精准医疗产业技术研究
院，了解企业发展及就业创业情
况，并与研究院执行院长伊远学
交流。
伊远学是医学检验领域专

家，2017 年退役后创建了研究
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工作
院，拓展了第三方检验，创造了
理念，建设了富有“军味”特色的
大量就业岗位，研发出国内急 “退役军人之家”。通过发挥退
需的精准医疗产品，为战疫做
役军人服务站“家”的作用，切实
出了突出贡献。2020 年以来， 提升退役军人自我价值感和社
他先后获得重庆市新冠疫情防
会参与度。2020 年 11 月，融城
控先进个人、重庆市优秀共产
社区被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
党员、重庆英才创新领军人才、 民政府、重庆警备区评为“拥军
重庆十大创业人物等表彰奖
优属模范单位”
。
励，并获得首届重庆市退役军
张邦平对服务站将退役
人创业创新大赛一等奖和川渝
军人服务纳入社区网格化管理
最美战疫人等荣誉。
内容，落实包联责任制，精准化
张邦平对研究院创新发展
服务退役军人予以充分肯定，
和就业创业取得的成绩予以充
高度赞誉该服务站把退役军人
分肯定，对伊远学提出的建立
当“家人”、把退役军人的事当
科技创新型退役军人创新创业 “家事”的服务理念，勉励服务
基地等建议表示支持，并勉励
站继续抓好做实退役军人服
他继续在创新创业中当先锋做
务保障工作，为退役军人办好
表率，激励和引导广大退役军
事、办实事。
人永葆军人本色、再立时代新
现场调研后，张邦平与区委
功。
书记王俊进行了座谈交流，张邦
在八桥镇融城社区，张邦平
平对大渡口区委区政府高度重
重点查看了退役军人服务站等
视退役军人工作表示感谢，并对
建设情况。
大渡口区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给
融城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予充分肯定。

全区未成年保护工作取得的成
绩，并围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
开展以及《条例》的贯彻落实提出
了有针对性的建议意见。
何家利在发言中指出，区政
府高度重视全区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周密部署安排，从严从实推
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制机制
不断健全、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为
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障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做了大量工作，
成绩显著。
何家利强调，
要继续加大《条
例》的宣传贯彻力度，
营造良好宣
传氛围；
增强工作动力，
凝聚工作

合力，压实工作责任；从工作规
划、工作载体等方面加强对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的统筹，完善未成
年人保护措施和工作机制；进一
步优化工作力量的配置，集聚人
才，
发挥优势，
有效地推动我市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毛伟表示，区政府将认真汇
总梳理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提出的意见建议，
强化意识，
把握
要求，
认真学习贯彻《条例》内容，
善于实践，
注重过程，
把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切实做到维护未成年
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

（上接 1 版）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自力更生、发愤
图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攻克了一个又
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
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
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
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
下，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
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
大，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饱经磨难
而风华正茂，从成立时只有 50 多名党员，到今天已经成为拥有
9500 多万名党员、领导着 14 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
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在 100 年的非凡奋斗历
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顽强拼
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
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
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抗美援朝
精神、兵团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
“ 两弹一
星”精神、特区精神、女排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
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科学家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伟大精神，形成了彰
显党的性质宗旨和政治品格的精神谱系。这一系列伟大精
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
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
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
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这一系列伟大精
神，蕴含着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密码，过去是、现
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全党同志用以滋
养初心、淬炼灵魂，汲取信仰力量、查找党性差距、校准前进方
向的丰富源泉，是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
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
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面
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一鼓作气、继续奋斗，必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共产党人精
神血脉，决不能丢掉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决不能丢掉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决不能丢掉不畏强敌、
不惧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勇气。全党同志要用党在百
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以昂扬的精神
状态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不断书写中国共产党人新的精神史诗。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天，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号角已经吹响。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始终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
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
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继往开来，开拓前进，我
们就一定能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
更大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