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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检察院以学习教

育为先导，坚持集中学习与自我反思领悟

相结合，突出政治教育、党史教育、法治教

育、警示教育、英模教育，提升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筑牢严格公正文

明廉洁执法司法的思想根基。

学思想理论
在政治教育中促领悟

集体学+个人学。坚持集中研学与个人

自学相结合的学习方式，通过召开党组会、

中心组会、全院大会、支部大会、科室会议

等，对照学习参考资料和必看节目开展集

中学习，确保全覆盖。发放《政治学习手册》

《政治口袋书》，编印《应知应会知识》等学

习资料，确保干警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随

时随地学。

线上学+线下学。在院内网、微信公众

号开辟教育整顿专栏，在 LED屏滚动播放

应知应会知识点，并依托“学习强国”APP、

成都政法公众号等开展线上学。通过开展

专题讲座、实地参观等形式开展线下学习，

拓展学习方式。

请进来学+走出去学。坚持请进来开门

纳谏促整顿，邀请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律师代表、群众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积极回应需求。坚持走

出去学，积极参加政治轮训，开展走进龙泉

山森林公园展览馆“城市绿心”活动，践行

绿色发展理念。

学党章党史
在党史教育中促党建

注重党课引学。开展检察长、分管院领

导、支部书记和老党员讲党课，充分发挥

“头雁”效应，引领大家自觉学习，激励党员

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党员党性。组织参加仪

陇朱德故里研学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永葆坚定信念、奋斗精神、为民情怀、

担当本色。

注重平台督学。建立党史教育阵地，开

设“党史学习教育”专栏，利用微信公众号

刊发的“党史百年天天读”、成都政法 APP

“教育整顿”以及开展党史教育专题讲座，

不断扩展党史学习的广度和深度。

注重赛事导学。将队伍教育整顿与党

史学习教育和庆祝建党 100周年活动相结

合，组织开展“学百年党史、铸忠诚警魂”活

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通俗化、大众化，展

现干警不负青春、不负人民的进取精神和

追梦精神。

学法律法规
在法治教育中促提质

突出法治思想开展专题学习。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法治思想，组织参加

专家教授关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法治思想

的专题讲座，深入领悟法治思想的丰富内

涵和精神实质，并开展学习法治思想主题

征文活动，促进干警进一步学深悟透。

突出业务提升开展研讨学习。组织开

展业务大学习活动，开展以办案能手或法

学专家专题讲座为重点的学习研讨，针对

增加法律业务知识、掌握出庭技巧、提升履

职能力等方面开展集中研讨交流，切实增

强干警办案质效。

突出解决问题开展针对学习。把队

伍教育整顿与解决执法司法突出问题结

合起来，紧密联系干警思想状况和检察

工作实际，针对学习不深入、司法不规范

等问题通过支部会、部务会等形式开展

针对学习，让学习教育环节真正解惑、解

渴、解决问题。

学典型案例
在警示教育中促自省

以警示教育案件促鉴。开展警示教

育大会，组织干警观看违纪违法人员忏

悔录警示片，并以孙某收受案件当事人

贿赂，终被沦为阶下囚为反面案例，用身

边人身边事警醒干警，强化法纪意识、真

正守住底线，切实做到知敬畏、存戒惧、

守底线。

以廉政教育基地促洁。组织干警到区

博物馆赵抃“清白文化”廉政教育基地参观

学习，实地参观“铁面御史”“中和治蜀”“一

生清白”三个单元的展览，引导干警以赵抃

的廉洁自律为标尺，自觉传承和践行“清白

文化”，真正敬法畏纪、遵规守矩。

以旁听案件庭审促醒。开展职务犯罪

案件庭审旁听活动，组织重点、关键岗位干

警参加一起受贿案的庭审活动，警醒干警

始终坚持以案明纪、以案释法、以案促改，

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廉洁自律，真正做到公

正廉洁司法。

学先进事迹
在英模教育中促行动

组织学身边典型。组织干警聆听全市

英模事迹报告会，观看英模先进事迹宣传

片，组织开展干警跟班先进找差距等活动，

引导干警积极撰写心得体会，激励干警树

立无私奉献、奋发有为的品质精神，使干警

学有榜样、赶有目标。

开展树英模活动。围绕精准扶贫、对口

援建、服务中心、办案能手、保障精英、人民

公仆等方面，选树一批事迹可信、形象可

亲、品格可敬、精神可学的检察英模，营造

学习英模、崇尚英模、争当英模的浓厚氛

围。

深入挖典型事迹。以身边先进典型全

国三八红旗手、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黄晶

和本院优秀团队“司法救助团队”等先进个

人和先进集体为引领，深入挖掘先进事迹，

大力弘扬政法英模感人事迹和崇高品质。

“天高云淡真浪漫，草海北坡转一

转”。曾经的“荒坡坡”，如今水清、山

绿、景美、鸟儿成群……摇身一变成了

人们茶余饭后散步、休闲、娱乐、观景

的好去处。

草海北坡东起西海码头，西起幸

福小镇，南起环海路，北起成双大道天

际线。西、南、北三面与云南省宣威市、

会泽县、鲁甸县、昭通市、彝良县交界，

东北、东南分别与本省的赫章县和六

盘水市接壤。

早些年，贵州威宁县农村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大量填“海”灌

溉，被国际国内誉为“世界十大最佳湖

泊观鸟区之一”的草海面积逐渐减少，

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随着近年县

城的大规模扩张，草海周边植被逐渐

减少，森林覆盖率不到 10%，水土流失

严重，地质破碎、岩石裸露，草海北坡

自然也成了无人问津的“荒坡坡”。

2014年，相关部门到威宁开展草

海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调研，将草海

生态环境恢复、综合治理放在首要位

置，纳入国家战略层面。随后，威宁提

出退耕还林、退耕还湖、修复生态、搬

迁生态移民等一系列重要举措，开始

大刀阔斧地对草海进行前所未有的综

合治理，对草海周围积雨区范围内的

生态屏障进行大规模修复。

在此过程中，工行毕节威宁支行

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部署，充分发挥金

融支持地方发展的作用，将支持草海

生态恢复作为金融服务重点工作，为

“草海北岸集雨区面山植被恢复工程

建设项目”提供了 6.2亿元信贷资金支

持，占整个项目资金的 79.09%，支持草

海北坡路面翻新、园路及广场景观、植

被种植、配套设施等 11个项目建设，

助力 2500 亩草海北岸集雨区实现植

被恢复治理。

截至目前，草海北坡生态公园已

种植常绿针叶、常绿阔叶、落叶阔叶三

大类 54个树种 7万余株，配套种植形

态各异、四季皆宜的灌木及观赏植被，

森林植被覆盖率迅速提升到 70%，辅

之以相应的休闲康养设施，层林尽染

的风采与草海美景融为一体。此外，草

海生物物种大量增加，从 2005 年的

1954 种增加到 2019年的 2600 多种，

如今，包括国家一级保护物种黑颈鹤

在内的 240种、10万余只鸟类在此过

冬，“百鸟之都”声名远播，真正实现了

“物种基因库”的美誉，重现草海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水清山绿、天蓝海碧、人

和鸟欢的天然美景，草海这颗“高原明

珠”更加靓丽。

修复后的草海北坡，成为保护草

海的重要生态屏障，在调节气候、涵养

水源、农民增收、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方

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人们建设

成了一个天蓝海碧、人和鸟欢、风景宜

人的生态公园。

据悉，今年 3月，工行贵州省分行

召开支持乡村振兴专题工作会议，明

确提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

现代化发展的重点领域，充分发挥金

融支持乡村振兴的主力作用，促进农

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搭建广阔舞台推动融合发展
川渝康养技能人才交流活动在四川攀枝花市举行

近日，以“中国梦·劳动

美———健康中国我们同行”为主

题的四川省康养技能大赛暨川

渝康养技能人才交流活动在攀

枝花市举行。此次活动，由四川

省总工会、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重庆市总工会、攀枝

花市人民政府主办。

为期两天的赛期，分为营养

配餐项目比赛、四川省康养技能

大赛养老护理项目比赛及川渝

康养人才交流活动中式烹调、中

式面点、家政及育婴交流赛等赛

事，来自川渝地区的 21支参赛

队伍共 280余名参赛选手同台

竞技。活动旨在搭建竞技舞台，

更好地实现广大职工竞技交流、

协作培养、区域合作的目标，引

导社会各界形成“知识改变命

运、技能成就未来”的价值观念，

推动康养产业规范化、专业化、

标准化发展。同时，体现川渝两

地在推动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战略中的积极作为和

创新思路。

同时，来自川渝地区的业内

专家还就攀枝花市职工服务中

心、“中国梦 劳动美”光影课堂

及攀枝花市省级“妈咪宝贝屋”、

劳模创新工作室、妇联特色阵地

等点位，展开对口交流。

近年来，攀枝花把培养康养

专业技能人才作为重要保障，组

建了全国首家以康养产业学术

研究和发展为方向的攀枝花国

际康养学院，围绕实施康养旅游

产业“5115”工程，与中山大学、

四川大学等高校建立康养人才

合作培养机制。此外，以全力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

契机，攀枝花与重庆、成都相关

县（区）签订康养产业发展合作

协议，依托攀枝花三线精神劳模

（工匠）研修学院，在人才培训等

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推动康养产

业深度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赵蝶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检察院

“五学”“五促”推进队伍教育整顿学习入脑入心

携手打造成渝“乡创”示范样板
四川德阳旌阳区“红光印象”迎来首批知名品牌入驻

入春的旌阳，乡村振兴热潮涌动。3月 31日，四川

省德阳市旌阳区红光印象首批品牌入驻签约仪式如期

举行。全景国家地理、西坡、西南山地、好奇心博物馆、

农学谷、博物探索学校等多家国内知名品牌入驻红光

印象。

仪式现场，红光印象研学教育基地投资方袈蓝文

化产业集团分别与入驻品牌正式签约，携手将红光印

象打造成成渝地区研学教育基地。入驻品牌代表表示，

将助力更多文化项目走进德阳，走进旌阳，为旌阳区经

济社会，乃至生态文化发展添彩。

据了解，红伏村地处成德绵经济走廊核心区域，整

体呈现林盘为星、蓝绿为廊、村舍集聚、田园环绕的基

本格局，是距德阳市区最近的生态田园乡村。近年来，

其所在的孝感街道吹响乡村振兴的时代号角，立足实

际整合资源，盘活当地闲置资源，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2019年在红伏村完成乡村休闲广场、游客中心、村中

心咖啡馆的部分建设，实现村级集体经济大突破。2020

年，孝感街道以更高站位对红伏村进行田园开发，聚焦

农、文、学、养、游五大核心产业，将红伏村打造成集艺

术美育、田园康养、亲子研学、现代农业等功能于一体

的川渝地区最重要的研学教育基地。

据悉，此次 6家知名品牌签约入驻，便是促成红伏

村研学教育中心建成的一大重要举措。研学教育基地

的建成也将进一步推动红光印象发展，迈出更大步伐，

全面开启红光印象乡村振兴“加速度”，实现一二三产

业深度融合发展，为旌阳区现代农业发展增添新活力，

注入强劲动力。

□周长虹 本报记者 李鹏飞 文 /图

草海北坡从“荒坡坡”变为生态公园

风貌改造换新颜 乡村振兴谱新篇

缅怀先烈 牢记使命
重庆忠县拔山中学校举行

党史学习教育暨清明祭扫活动

3 月 31 日，重庆市忠县拔

山中学校全体党员和团员代

表到金少穆烈士陵园举行扫

墓活动，深切缅怀金少穆烈

士，追忆他的壮烈事迹，弘扬

他的革命精神，表达吾辈思念

之情。

在烈士陵园，全体党员和团

员向金少穆烈士默哀三分钟、瞻

仰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并向

烈士陵墓敬献花圈和小白花，表

达对先烈的诚挚敬意和深深怀

念。金少穆烈士后人金光权同志

与该校全体党员以及团员代表

一起重温了那段血雨腥风的战

争岁月，团员代表带领大家了解

了忠县第一面党旗、忠县革命的

摇篮等历史知识，加深了大家对

党的历史的认识，激发了大家的

爱国主义情怀。

该校党委书记、校长杨寿江

表示，历史在不断前行，但金少

穆烈士所展现出的可贵品质却

历久弥新。同时，希望大家立足

岗位、开拓创新、奋勇前行，用优

异成绩向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盛志斌 王世冲 本报记者 吴建军 文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