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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市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唐良智主持会
议并讲话。

唐良智指出，这次全国两会是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习近平
总书记先后6次深入人大政协团组，就生态
文明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创
造、国防和军队建设、文化文艺和哲学社会
科学发展等发表系列重要讲话，提出许多新
思想新观点新要求，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提供了新的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全国
两会审议通过的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明确了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任务，也为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凝聚了广泛共识。
唐良智强调，全市政府系统要按照全

市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和陈敏尔书记要求，
把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作为当前重
要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好。要把习近平
总书记全国两会期间重要讲话精神与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结合起来，原原本本学、深入系统
学、知行合一学，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切实把学习贯彻成果体
现在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
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上。要
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对重庆的重要指
示要求结合起来，融会贯通、一体贯彻，自
觉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要
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党中央决策部署

结合起来，聚焦用好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激
活市场主体活力、打好三大攻坚战和经济
社会发展重大项目抓好兑现落实。

唐良智指出，这次全国两会围绕推动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提出
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政策举措，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了很多政策点，计划报告和预算报
告对重点项目等作出具体安排，外商投资
法围绕外商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出台系列
规定。要抓紧梳理全国两会确定的各项重
点任务，结合重庆实际，做好工作对接，逐
项落地落实，把政策含金量转化为发展新
成效。要进一步发挥区位优势，在建设内
陆开放高地上实现新突破；进一步发挥生
态优势，在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上展现
新气象；进一步发挥产业优势，在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进展；进一步发挥体
制优势，在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
上创造新业绩。

唐良智强调，要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
精神为动力，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以
实干实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当前
要全力抓好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
见整改，以高质量整改推动高质量脱贫；全
力抓好一季度经济“开门红”，做好重大项
目招商引资、开工建设、要素保障、营商环
境改善等工作；全力抓好依法治市，提升法
治政府建设水平；全力抓好民生改善和安
全稳定，持续办好民生实事，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全力抓好作风转变，解决形式主义突
出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 据重庆日报

市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唐良智主持并讲话

3月18日，市长唐良智主持召开市政
府第42次常务会议，研究对接落实国务院
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预算报告确定的
各项重点任务有关工作。

会议指出，这次全国两会审议通过的
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预算报告，通篇
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充分体现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高质量
发展要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
署任务精准务实、明确具体，政策获得感很
强。比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就业优
先政策，提出了很多政策点。又如，计划报
告和预算报告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较大幅度增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

付规模等作出了具体安排。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全国两会期间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
精神，全面梳理好、对接好全国两会确定的
各项重点任务，结合重庆实际逐项兑现落
实，把中央部署要求转化为具体行动，把政
策含金量转化为发展新成效。全市各级政
府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主动担当作为，谋
思路、出措施，对分解的重大政策类、重大事

项类、重大项目类、重大资金类各项任务认
真作答、定量完成，确保全面落地落实。要
实化细化措施，将责任落实到岗到人，将任
务细化到季度，积极争取中央政策、项目和
资金支持，主动加强地方政策配套，项目化、
清单化推进各项任务。要发挥政策最大效
应，聚焦重点政策，结合我市实际，用足更大
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用好西部开发开放新
的政策措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等政策。

要严格落实责任制，加强跟踪问效，对推进
不力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全力推动各
项任务按期保质保量完成。

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国两会期间全市政
务值班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全国两会
期间，各级各部门认真履职尽责，全市社会
大局稳定、交通运输秩序井然、安全形势总
体平稳。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安全稳定
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强化食品
药品、交通运输、危险化学品、煤矿、非煤矿
山等重点领域整治，加强社会综合治理，解
决好矛盾隐患，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会议还研究了智慧口岸建设、农村电
商发展、推动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等工
作。 据重庆日报

市政府召开第42次常务会议
唐良智主持

截至3月17日，全市党员APP注册人
数达118万，参学覆盖率达71%，稳居全国
前列。18日，记者从“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
台主题宣传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重庆
学习平台自1月28日上线以来，推出了一批
受欢迎的精品稿件，其中近200篇稿件被全
国学习平台采用，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学习、建设学习大国重要指
示精神、推动全党大学习的有力抓手，是新
形势下强化理论武装和思想教育的创新探
索，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宣传贯彻不断深入的重要举措。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于今年1月1日
正式上线后，在全国的影响力迅速提升，成
为广大党员群众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的重要载
体。重庆的学习平台推广建设工作在领导
的高度重视和各地各部门的强力推动下，

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
截至3月17日，全市党员APP注册人

数达118万，参学覆盖率达71%，稳居全国
前列。重庆学习平台自1月28日上线以
来，按照高质量、有特色、能传播的标准，用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推出了一批受欢迎的
精品稿件，其中近200篇稿件被全国学习
平台采用，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

目前，市级通讯站拥有80余家直属下级
供稿组织，全市通讯员以每天100条以上的
数量持续稳定地向重庆学习平台提供各类优

秀稿件，重庆学习平台的建设质量稳步提升。
为了积极回应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反馈意见，展示重庆市党员干部推动整改
任务落实的工作成效以及基层群众对乡村
巨变的喜悦之情，近期，重庆将启动“脱贫
路上·山村有喜”、“乡村振兴进行时·金融
机构在行动”、唱响“山水之城·美丽之地”
等13项主题宣传活动。

下一步还将继续发动党员用好学习平
台、建好重庆学习平台、加大学习平台宣传
力度。 上游新闻记者 罗薛梅

重庆党员在“学习强国”注册人数达118万

三月的巫山县竹贤乡春光明媚。清晨，
竹贤下庄村的村民正忙着将刚采摘的纽荷
尔打包、装车，并由合作社统一销往全国各
地。这几年，村里陆续发展起650亩柑橘，
依托柑橘产业，全村64户287人成功脱贫。

“下庄像口井，井有万丈深；来回走一
趟，眼花头又昏。”在下庄村流传着这样一
首歌谣，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个与世隔绝的
小山村。而改变这一切的，则是带领村民
在绝壁上开凿“天路”，被乡亲们称为“当代
愚公”的村主任毛相林。

在绝壁中开凿“天路”
下庄村位于竹贤乡一个巨大的天坑之

中，四面被险峻大山包围。20多年前，这里
不通公路，从村里到乡场镇要手脚并用，翻
过一道落差上千米的悬崖。

1997年，时任村支书的毛相林偷偷挪
用了母亲700多元的养老钱，作为第一笔
修路资金。在其带领下，5天后，村民们东
拼西凑，共筹集了3960元，再加上毛相林
以个人名义向信用社贷款的1万多元，下庄
村民第一次向大山、向闭塞、向贫穷发起了
挑战。

这年秋天，毛相林没日没夜地泡在工
地上，与村民们凿石修路。一些在外务工
的青壮年得知村里修路的消息，也纷纷返
乡参与其中，可谓男女老少齐上阵。

“大部分路段要在悬崖绝壁上开凿，我

们缠着比拇指还粗的绳索，悬挂在绝壁上，
用钢钎凿孔、铁锹铲土，然后填上炸药，一
干就是一整天。”毛相林回忆说，有一次，工
地上炸药、雷管快用完了，眼看就要停工，
他回到家里，拿了妹妹寄存在他家的3000
元钱买材料，为此，妻子和他大吵一架。

2004年，毛相林和村民们终于在悬崖
上凿出了一条2米来宽、全长7.9公里的土
路，耗时7年。从此，下庄不再是与世隔绝
的小山村，与外界的交流也逐渐多起来。
不过，这条土路只能通摩托车和小型农用
车。每逢下雨，山上落石经常阻断交通。

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已改任村
主任的毛相林四处奔波，代表村民向相关
部门争取资金。巫山县委、县政府先后投
入 400 余万元，对这条崖路进行提档升
级。这一次，毛相林也没闲着，与村民们一
起抡锹挥锄，给施工队打下手。2017年，2
米来宽的土路变成了宽约 4.5 米的硬化
路。整整二十载，他将一半的青春献给了
这条绝壁上的“天路”，村民们都亲切地称
他为“当代愚公”。

带领村民种出“摇钱树”
从巫山县城出发，重庆日报记者在山

路中颠簸了2个多小时才到达下庄村。20
多年前，毛相林带领村民开凿的“天路”顺
着山势蜿蜒而下，路的一侧连着绝壁，一侧
临着深渊，颇为壮观。

“昨天刚采摘的20斤纽荷尔，今天已
通过合作社发往广州了，这在以前根本不
敢想。”说话的是4组村民杨亨华，他和几位
村民路过村委会时，听说有记者采访毛相
林，忍不住进来凑凑热闹。

修路只是致富第一步，毛相林明白，下
庄村要实现稳步发展，还得靠产业。一次，
他到巫山曲尺乡学习考察，发现当地柑橘
长势喜人，果农一年收入就有好几万元。
几番询问后，毛相林得知这种柑橘名叫纽
荷尔，适合在中低海拔种植，而下庄的条件
正好合适。

在他的带动下，村民开始规模种植柑
橘，截至2018年底，全村纽荷尔种植面积
已达650亩。但毛相林并不满足，为了让
村民共享产业发展成效，去年，下庄村采取

“村集体经济＋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方
式，实施农村“三变”改革。“具体而言就是
村集体以管护资金入股，由专业合作社统
一管理，农户实施具体管护。其中，村集体
经济占股15%、合作社占股5%、农户占股
80%。”毛相林介绍，每年1-2月是巫山纽
荷尔大面积上市的时节，而在下庄村，村民
们通过挂树保鲜，将纽荷尔上市时间延迟
了1个多月，使其每斤售价提高了3%。3
年后，650亩柑橘将全部进入丰产期，年产
值能达到200万元。若将所得利润的80%
用于分红，每亩地村民至少能获得1500
元，是种植粮食作物的5倍。

小山村走出文旅融合路
如今的下庄村，干净整洁、生机勃勃。

在离村委会不远的地方，3座独具风情的农
家小屋排列形成一个“三合院”。

这 3座农家小屋分别属于 3家农户
——袁堂清、杨亨双和杨元鼎，他们都曾是
村里的贫困户。刚跨进三合院的大门，记
者就听见杨亨双正在和儿子通电话——少
平，今年夏天回来帮我忙吧，旺季时，我搞
的民宿一个月就能挣好几千，一点不比你
在外打工差。

原来，除了发展柑橘种植，这几年，毛
相林还利用下庄村的人文资源，推动乡村
旅游发展。如今，下庄村的名气越来越大，
许多人都慕名前来寻访下庄“天路”，感受
下庄精神，为旅游发展创造了条件。

去年年初，袁堂清、杨亨双和杨元鼎3
家人决定利用村里的帮扶政策，将原有的
土坯房改造成风貌统一的农家小屋，形成
一座三合院，打造乡村民宿。去年8月，民
宿首次开门迎客，生意最好时，一天能吸引
100多名游客。游客的到来也带动了农特
产品销售。土豆炖腊猪蹄、农家土鸡汤、凉
拌蕨根粉等都成了深受游客喜爱的下庄特
色美食。

截至目前，下庄村已改造19栋34户民
宿，二期72栋88户民宿改造也已纳入规
划，很快将启动建设。“未来，我们还将引入
旅游公司，打造‘下庄古道’‘鸡冠岭’等旅
游景点，并与巫山县博物馆合作，在村委会
广场打造一个‘下庄精神陈列馆’，通过照
片、影像资料、实物展出等方式，再现下庄
人战天斗地、绝壁开路的事迹，将下庄精神
融入到旅游开发中，让乡村旅游更有内
涵。”毛相林说。 据重庆日报

巫山“愚公”毛相林：

二十载绝壁开路
他让下庄村不再闭塞脱贫攻坚先锋

学论述抓整改促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