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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15日电 2 月 16 日出
版的第 4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
要文章《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
时的讲话》。

文章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
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
别是在贫困地区。 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
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对各类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
外关爱、格外关心，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
解难。

文章指出，帮助困难群众特别是革命老
区、 贫困山区困难群众早日脱贫致富，到
2020 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 不愁穿，
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是中央确
定的目标。要坚定信心，找对路子。只要有信
心，黄土变成金。 要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
划、分类指导、因势利导，从实际出发，真正
使老百姓得到实惠。

文章指出，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
键靠支部。 要增强村党组织联系群众、服务
群众、凝聚群众、造福群众的功能，真正发挥
战斗堡垒作用，成为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奔
小康的主心骨、领路人。 （下转第三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

本报讯 （记者 罗彬 曾露） 2 月
19 日，重庆交通大学校长唐伯明一行来我
县，就交通工作进行全面了解，并召开座谈
会。 县委书记李春奎主持会议。

座谈会上，县委副书记、县长曹邦兴就
我县基本县情、经济社会发展、脱贫攻坚、
渝东门户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等作了详细介
绍。

在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后，唐伯明表示，
巫山是渝东门户，历史文化底蕴雄厚，神女
文化、 三峡文化交相辉映， 龙骨坡“巫山
人”、巫山神女、巫峡在全世界享有盛名。近
年来，巫山积极打造文化名县、旅游强县、
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县，取得了巨大成绩。在

“十四五”期间，期待巫山取得更大的成果，
并建议巫山进一步增强游客体验感， 推动
落地游；积极对接上级相关部门，将更多的
旅游、交通、生态项目纳入相关规划中，为

巫山更好的发展不断积蓄动能。
李春奎对唐伯明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

欢迎。他说，目前，巫山正在抢抓机遇，全力
打造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 致力
于建好护好生态屏障，做大做强生态经济。
同时，全力建设渝东门户综合交通枢纽，打
通对外“大动脉”，畅通对内“毛细血管”，促
进内外“血液循环”，奋力谱写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新篇章。 重庆交通大学教育科研实
力雄厚，特色明显、成果丰硕，希望双方进
一步加强交流合作， 不断谱写校地合作共
赢发展新篇章。

县领导陈健参加会议。
又讯 2 月 20 日，重庆交通大学校长

唐伯明一行对我县综合交通工作以及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 巫山机场建设等情况进行
调研。

乘船至大昌湖内， 唐伯明详细听取了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基本情况和建设规划。
据了解，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大宁河补水方
案，取水点在大昌湖内，湖内水由长江水和
大宁河水构成，湖面 18 平方千米，具有很
强的水质自净能力。 从 2010 年以来，我市
环保部门连续监测 9 年， 大昌湖水质长期
保持Ⅱ类至Ⅰ类，且水质逐年趋好。符合国
家饮用水水源标准， 充分满足国家饮用水
水质要求。

唐伯明表示， 该工程充分彰显重庆库
区人民保护母亲河，将“一江碧水”送到北
京首都的深情厚谊， 同时对重庆库区的发
展也有重大意义。要进一步考虑各种方案、
线路，从综合效益、线路优化、水质、技术、
经济优势等方面进行细致深入论证， 全力
以赴做好南水北调工程。

在巫山机场， 唐伯明详细了解了巫山
机场发展现状、规划，并就多雾气候对航空

出行影响提出相关解决方案。 巫山机场海
拔高度 1700 多米，是目前重庆海拔最高的
民用机场，机场建有一条 2600 米长、45 米
宽的跑道。 目前，已开通重庆、烟台、广州、
西安、海口等地的航线。

听完介绍后，唐伯明认为，巫山机场的
开通，增强了巫山、巫溪、奉节金三角旅游
开发和综合竞争力， 同时也为周边三县群
众的出行提供便利。 针对多雾气候对航空
出行带来的影响，唐伯明表示，可以根据机
场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规划， 遵循适地适
树的原则，多植树造林，有利于改善环境、
改变气候。

当天， 唐伯明一行还了解了巫山港基
础设施、 港口集疏运体系及巫山长江大桥
建设和运行等情况。

县领导陈健陪同调研。

重庆交通大学校领导来我县考察交通工作 本报讯 （记者 肖乔） 2 月 20 日，县政
府党组书记、 县长曹邦兴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
2020 年民主生活会。 会议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加强政治建
设，提高政治能力，坚守人民情怀，夺取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
胜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为主题。

会上， 曹邦兴就开展民主生活会作动员讲
话，并通报了民主生活会前期准备情况；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王大昆通报了县政府党组“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和落实中央脱
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专题民
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随后，曹邦兴代表班子作对照检查；县政府
党组班子成员逐一对照检查发言，并开展相互批
评。

曹邦兴作总结发言时指出，本次县政府党组
民主生活会，大家思想准备充分，严格对标对表，
深挖思想根源， 开诚布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问题查找准确、根源剖析深刻、整改思路明晰，达
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增进团结、振奋精神的
目的。

曹邦兴要求，要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和
自觉践行“四个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坚持政治上的“高站位”。要在学习上下功夫、
在弄通上下功夫、在做实上下功夫，坚持本领上
的“高标杆”。要时刻牢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
群众，坚持实干为民，坚持人民在心中的“高位
置”。 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积极主动敢于担当，
攻坚克难奋发有为，坚持作风上的“高要求”。

曹邦兴强调，县政府党组成员要有敢闯敢干
的胸襟和气魄、敢作敢为的勇气和胆识，绝不能

“只看不干、求稳怕乱”。 要坚定不移的把发展作
为第一要务，要紧盯目标不动摇，始终保持敢于
啃“硬骨头”“涉险滩”的勇气和敢想敢试、敢为人
先的锐气，真正把思路转化为项目、把项目转化
为行动、把行动转化为效果。

县领导吴进曲、陈恭福、黄勇、刘海燕、雷兵
参加会议。 县领导徐海波、乔澍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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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龚傲） 2
月 18 日， 县长曹邦兴主持召开 2021 年第
3 次县长办公会， 听取县政府办公室春节
值班工作的情况汇报，2021 年第一季度集
中签约和集中开工筹备情况。他强调，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县上下一定要
齐心协力，开好头，起好步。

会议指出，2021 年春节期间，各乡镇、
各部门和有关单位认真落实县委、 县政府
部署，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值班值守、应急

处置等工作。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值班值守
有条不紊，全县社会大局平安祥和，未发生
较大以上突发事件。疫情防控工作中，认真
落实联防联控要求，及时发布春节防疫、节
后返程防疫事项提醒。节日期间，无新增确
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报告。 安
全生产形势良好，交通运输平稳有序。文旅
商贸持续回暖，节日氛围欢乐祥和。全县机
关、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人员带头在巫过
年，倡导外地农民工就地过年。全县网上舆

论积极正向，主旋律昂扬，正能量充沛。 特
别是时代楷模毛相林两上央视， 并通过春
晚向全国人民拜年， 网上节日氛围祥和喜
庆。

会议强调，今年是辛丑牛年，牛年就要
有一股牛劲。 全县人民一定要认真向时代
楷模毛相林同志学习，大力发扬“为民服务
孺子牛、 创新发展拓荒牛、 艰苦奋斗老黄
牛”的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领悟力、
执行力， 全力推进巫山高质量经济社会发

展。 始终扭住重点项目， 抓好招商引资工
作。在项目上，策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建
设一批。不断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转变思想
观念，多开展调查研究和学习考察，强化工
作调度，科学谋划好当前各项工作，真正为

“十四五”开好头，起好步，谱写好全县高质
量经济发展新篇章社会。

县领导王大昆、徐海波、吴进曲、黄勇、
刘海燕、雷兵、陈健参加会议。

2021年第 3次县长办公会召开

新华社重庆 2 月 18 日电 作为“时代楷
模”代表，毛相林刚在除夕夜的央视牛年春晚上
给全国人民拜了年， 大年初一就急着赶回了
2000 公里之外的家乡。 新春来临，他要赶快做
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拜年。 这位重庆市巫山县下
庄村党支部书记，从北京赶回下庄村时，已是初
一晚上。第二天，正月初二，他早早出门，给村里
五六户儿女在外打工、留守在家的老人拜了年，
下午又来到 70 多岁的刘恒育老人家里。 一进
门，他又想起老人的女婿沈庆富，想起 20 多年
前村里人一起修路的场景。

1997 年，毛相林 38 岁，作为下庄村的当家
人， 他下决心带领村民在悬崖绝壁上修一条公
路。

下庄村位于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 被四面
千米高山绝壁合围，犹如位于井底。当时唯一的
出村路，是一条“108 道拐”的古道，去县城一来
一回至少要 4 天。

那时，村里人果树不敢种多了，猪也不敢多
养一头， 因为不通车， 村里的土货根本运不出
山。近 400 名下庄村民中，近一半人一辈子没走
出过大山，年复一年地在“井底”穷熬着。

“咱不能一直当穷汉，就算再难，我也要带
头冲一冲。 ”毛相林在村民大会上给大家鼓劲，
“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 这辈人修
不出路来， 下辈人接着修， 抠也要抠出一条路
来。 ”

路开工了， 几乎全村的青壮年都带着工具
和干粮上山修路，刘恒育的女婿沈庆富也来了。
为了早日修通公路，毛相林和村民白天干活、晚
上睡山洞，在山上一住就是几个月。

修路第三年的夏天， 因在外务工的妻子回
村探亲，沈庆富找到毛相林请完假，准备在下山
前再凿几块石头。 突然， 头顶上方落下一块巨
石，将他砸入几百米深的山谷。

沈庆富遇难时只有 26 岁。 5 年后，8 公里
长、2 米多宽的机耕道终于修通。 为了这条路，
下庄村用了整整 7 年时间，牺牲了 6 名村民。

后来，逢年过节，毛相林常去这些兄弟的家
里坐一坐……

第二件事是抓柑橘产业。大年初五，毛相林
主持召开了村组干部会，安排今年开春的工作。

要抓紧落实的头等大事，就是柑橘的剪枝管护。
柑橘是伴随公路修通发展出来的新产业。

2004 年公路通车时，下庄村还戴着“贫困帽”，
大多数村民生活在贫困线下。毛相林明白，要想
脱贫致富， 光靠路还不够， 得搞出像样的产业
来。

他请来农业专家对下庄村的土壤、气候、光
照等进行全面考察评估， 最后确定发展柑橘、
桃、西瓜三大脱贫产业。县里也派来了果树栽种
技术专家，手把手培训村民。

经过几年的悉心培育， 全村 650 余亩柑橘
产业初见成效。 2015 年，下庄村整村脱贫；2020
年，全村人均收入超过 1.3 万元。

今年春节前，柑橘集中上市，目前下庄村柑
橘收入已有 50 多万元。 毛相林说，现在果贩的
车能直接开到村里，最多一天卖出去好几万斤。

看到去年的好收成， 毛相林也想让柑橘的
品质和产量再上一个台阶。眼下，一些在外务工
的村民回村过年， 正是一年中壮劳力最多的时
候，也正当柑橘剪枝的农时。 年还没有过完，毛
相林就和农业技术员一道挨家挨户走， 指导村
民剪枝。

第三件事是抓乡村旅游。在毛相林眼中，乡
村旅游就是下庄村振兴的方向。 春节假期前几
天，每天来村里的游客不下 200 人。而现在村里
只有 3 户农家乐，旅游接待条件还没有跟上。他
算过一笔账，农家乐一天接待一桌客人，就能收
入 200 多元， 还能进一步拓宽村里农产品的销
路。 他说，在相关扶持资金的支持下，村里有接
待能力的 30 多户， 今年都有望把农家乐开起
来。

于是， 毛相林决定在大年初八晚上召开一
次群众院坝会。 会上，他要和村民一起商量，今
年怎么把村里的乡村旅游搞得更红火。 为了把
这次会议开好，他与支委们积极酝酿。

毛相林说，今年村里还将有个大动作，关掉
各家的猪圈，找块地集中养猪，安装环保处理设
施，改善村里的人居环境。 和当年修路、种柑橘
一样，这个提议也得到了村民的支持。

在下庄村当了 40 多年村干部的毛相林，在
这个春天，又要大干一场了。

老支书毛相林的“新春三事”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向勇 文 /
图） 一年之计在于春。 2 月 19 日，大溪乡

长江岸边的村民正在春光中为果树、庄稼疏
花、除草（如图）。

随着气候转暖，长江三峡地区春光烂
漫、春意盎然。 在大溪乡，2000 多亩成片的
樱桃花开了，村民们忙着除草、疏花，为丰收
做准备。 目前，赏樱桃花、摘樱桃，已经成为
当地村民发展乡村旅游的一大特色产业，每
年可创收 1000 万元以上。

近年来，大溪乡立足建设“滨江特色
小镇、魅力花果之乡、休闲康养之地”发展定
位，以“1+3+2”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为引
领，借助大溪文化底蕴，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及水果产业，已经形成万亩脆李、万亩柑橘、
万亩蔬菜、万亩精品水果为主“四万产业”，
实现了农业产业化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人勤春来早 大溪农事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