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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召开离退休干部迎春座谈会
余长明向出席座谈会的老领导、老同志和全区老干部及家属拜年，致以新春问候和美好祝愿

抓实抓细抓到位 坚决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 （记者 罗超） 新
春 佳 节 即 将 来 临 ，1 月 13 日 上
午，我区召开离退休干部迎春座
谈会。区领导与老领导、老同志
欢聚一堂，
辞旧迎新、共话发展。
区委书记余长明出席会议并
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国智，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德华，区政
协主席张琼，
区委副书记刘德毅，
区领导赵德明、王涛、钟渝、唐勇、

李晓珂、王勇参加。
座谈会上，张国智通报了我
区 2021 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区
第十三次党代会和区两会精神。
离退休干部代表作了发言。
老领导、老同志在发言中表
示，
大渡口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实属
难能可贵，
在区委、
区政府提交的高
分值答卷背后，
凝聚着超常艰辛和
加倍努力。大渡口如今站在更高

余长明深入老旧小区、学校、农贸市场、
企业开展综合检查

本报讯 （记者 李润梅） 1 月 12 日，区
委书记余长明深入部分老旧小区、学校、农贸
市场、企业，就消防安全、燃气安全、校园安全、
食品安全和疫情防控工作等开展综合检查。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疫情防控工作等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时刻绷紧
安全这根弦，抓紧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唐勇参加检查。
月光小区建成于 1999 年，是我区第一个
小区型住宅，共有 19 栋楼，2017 年该小区通过
区政府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完成了消防管网整
改，每栋楼和室外均配有消防栓。
走进月光小区，余长明重点检查了消防设
施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安全措
施是否到位，他还让工作人员随机打开消防
栓，检查消防管网出水情况，并走进居民家中，
了解居民安全用电用气等情况。
余长明指出，消防安全关系千家万户，要
加大老旧小区燃气管线设施、电线老化、私拉
乱接等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力度。要加强消防
安全宣传教育，向居民普及安全用气用电常
识，禁止在阳台、楼道堆放杂物。越是年关将
至，越要落实落细消防安全各项措施，建立健
全长效机制，形成齐抓共管格局。
走进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校，余长明检
查了校舍消毒台账、学生健康管理台账，察看
智慧校园系统，了解学校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及校园安全工作管理情况。余长明还走进
学校食堂，检查了燃气安全使用管理、从业人
员 健 康 管 理、食 品 卫 生、食 材 贮 存 管 理 等 情
况。
余长明指出，校园安全责任重大，区级各
相关部门及学校一定要将校园安全时时放在
心上、牢牢抓在手上，落实落细各项安全措施，
为师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他还
勉励全区学校，深入学习贯彻区第十三次党代
会和区两会精神，聚焦“基础教育质量跻身全
市前列”目标任务，推动学前教育出特色、义务
教育成标杆、高中教育有突破、职业教育树品
牌，全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半岛逸景农贸市场是全市首个智慧监管
农贸市场，通过精准的市场监管和大数据采集，实现“巡查监管实时
动态、电子支付全追溯、食品检测远程监控、信用等级全透明”的网
络数字化监管。
（下转 2 版）

更新的起点，
有明确的奋斗目标、
突
破性的重大举措、
坚强有力的领导
班子、奋力拼搏的干部队伍、强大
的民心民智民力，
未来五年必将是
全区高速优质发展的黄金期。将
不忘初心，
坚持党员标准，
做到离
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
一如既往
关心支持区委、区政府工作，
努力
为大渡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后，余

长明代表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
政府、区政协，
向出席座谈会的老
领导、老同志和全区老干部及家
属拜年，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美好
的祝愿。
余长明说，今天取得的成绩
离不开老领导、老同志的关心支
持。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也是大渡口发展历史上极不
平凡的一年。我们紧紧围绕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
系列重要指示要求这条主线，大
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认真落实
市委工作要求，较好完成各项目
标任务，
经济社会总体平稳、稳中
有进、进中向好，迎来好的机遇，
积蓄发展后劲，
提升区域价值，
增
添民生福祉，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取得了新成效。 （下转 2 版）

大渡口美术馆即将开馆

大渡口美术馆
本 报 讯 （记 者 文 琰
文/图） 1 月 13 日，记者从区
文化馆了解到，大渡口美术馆
施工建设和展阵布置正在紧

张 进 行 ，将 于 近 期 开 馆 。 届
时，我区将再添一处文化新地
标。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大渡

口美术馆，只见工人正在紧锣
密鼓地忙碌着。
“ 目前，美术馆
的展墙制作、灯光安装、地坪喷
漆已经完成，各种展阵设施基
本到位，接下来将对展厅功能
陆续完善。
”
区文化馆相关负责
人介绍。
大渡口美术馆位于大渡
口公园大门入口旁，建筑面积
约 2000 平 方 米 ，其 中 500 平
方米为规划展览厅。一楼建
有艺术展览厅、数智演播厅、
接待室等 3 个空间；二楼则分
为常设展览厅、专题展览厅、
多功能厅、绘画创作室、书法
工作室、摄影工作室、美术工
作室、会议室、陈列室、恒温典
藏室等 10 个空间；三楼天台将
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管理运营，
打造为茶艺文化分馆新型空
间，创建周末露天音乐会活动
品牌等。

以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
●杜益

学习贯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系列评论
回首五年奋斗之路，我们深
刻体会到，发展才是硬道理，必
须始终坚持第一要务；有多大担
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必须始终坚
持真抓实干……区第十三次党
代会上，区委书记余长明所作的
报告总结了七个深刻体会。下
一步工作中，我们要一以贯之用
好这些经验，推动大渡口走向大
发展。
要以更大力度解放思想转变

作风。从大渡口发展实践来看，
解放思想、真抓实干是我们取得
可喜成绩的制胜法宝。思想是否
解放，
不是靠说出来的，
而是干出
来的，
解放思想的成果，
最终要体
现到解决问题上。每一位党员干
部都要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党
代会精神上来，形成共推发展的
思想共识，
争做
“行动派”
，
坚决抵
制尸位素餐、
得过且过，
以实干实
绩推动目标任务落实落地，力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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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工作再上新的台阶。
要以更高水平狠抓项目促进
发展。实践证明，只有发展才能
凝聚人心、
鼓舞斗志，
才能破解难
题、
化解矛盾，
才能赢得更加美好
的未来。站在新起点，我们要坚
持创新、
担当作为，
进一步解放思
想、
创新举措，
只要有利于全区发
展、
有利于人民群众，
就要大胆去
闯、大胆去试，敢想敢干、干就干
成。我们坚信，随着一个个大项
目、好项目的落实落地、建成达
效，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将
会更足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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