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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渝中百姓办
“心坎事”发言人来了！
本报讯 （记者 李 一）百姓事，
事 事 关 系 民 生 福 祉 ，件 件 牵 动 幸 福 指
数。近日，
“发言人来了——我为群众办
实事”我区文明城区建设发布活动在大
坪英利大融城举行。来自区住房城市建
委、区城管局、区商务委、区政务服务办、
区公安分局 5 个区级部门的发言人，聚
焦我区全国文明城区建设，与群众面对
面交流，解读政策、解答疑惑。

谈社区环境
建机制强检查 维护家园洁净
区城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洪银
明介绍，为了落实背街小巷与主次干道、
晚上与白天、平时与节假日“三个一样”
工作要求，区城管局不断建立健全社区
环境卫生专项整治机制。一是全面推行
城市综合管理街长、路长、巷长、楼长、店
长“五长制”
“ 门前三包”。二是实行“网

格化管理”，将全区划分为 13 个责任网
格，100 个单元网格，共设置 700 多名网
格员，每个网格由专门的网格员负责管
理，每天安排人员进网格，及时发现问
题、处理问题、反馈问题。三是以“马路
办公”为抓手，局领导班子每周进行马路
办公，及时发现并处置市民关注、社会聚
焦的城市管理问题。
此外，区城管局每月还会对各街道
辖区房屋立面、公共区域和楼道、巷道、
院坝环境卫生清理整治情况进行检查考
核，按“周检查、月通报、季排名”的要求，
每周出动 6 个检查小组开展检查。

项实现‘最多跑一次’，平均办事时间从
原来的 9 个工作日缩减到 2 个工作日，申
报材料减少了 80%。”区政务服务办副主
任陈争向群众交出工作
“成绩单”
。
目前，我区已有 5000 余项政务服务
事项上线“渝快办”，在手机或者电脑上
就能下载表单、提交申请、查询进度。陈
争介绍，目前，区政务服务办正推动三级
政务中心建设，争取在各街道、各大商圈
投放更多的自助办理终端设备，彻底打
通“区级—街道—社区”三级办事通道，
进一步方便企业“集中办”、群众“就近
办”
。

谈政务服务

谈交通秩序

简政放权优化服务 办事
“最多跑一次”

疏堵结合整治乱象 优化交通环境

“今年以来，我区政务服务办在简政
放权上加速度、在放管结合上扩深度、在
优化服务上提温度，97%以上的政务事

“为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秩序，提升
城市文明形象，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
日均投入警力 260 余人次，重点围绕 22

个主要交通路口、56 条主次干道、19 个
菜市场周边开展交通秩序治理。”区公安
分局交巡警支队秩序大队副大队长梅世
兵介绍，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不但坚
持“物防”
“ 技防”
“ 人防”相结合，灵活运
用疏堵结合方法，规范停车秩序管理，还
依托三轮车限行联合执法力量，同步治
理两轮车违法乱象，严查两轮车逆行、不
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
此外，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还以
优化交通组织为主线，科学调整信号灯
配时，施划完善路口停车线、斑马线 27
处。以执法治理为着力点，利用电子警
察定点抓拍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 1.2
万余件；采取宣传劝导、分类治理的措
施，
有力减少了行人横穿马路的现象。

——中共四川省委在白色恐怖中坚持革命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军阀的
严酷统治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到 1937 年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 10 年间，四川处于军
阀割据的局面，大小军阀占地为王，
拥兵自重，时有混战。大革命末期，
四川和重庆军阀纷纷追随蒋介石反
共，特别是盘踞重庆的军阀刘湘，不
仅在军阀混战中成为“四川王”，而且
追随蒋介石反共，比其它军阀更坚
决、更积极、更心狠手辣。他先后组
织颁布了多个剿共、清共、反共的法
令、条例，肆无忌惮地镇压和屠杀共
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30 年 8 月，刘
湘在重庆城区大梁子建立自任委员
长、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反革命机构
“特务委员会”，将川东、川东北 40 多
个县划分为 6 个治安区，在各县建立
清共委员会，专事反共铲共活动。同
时，搜罗中共叛徒组建侦缉队，跟踪、
抓捕、屠杀共产党人。设立反省院，
创办反动报刊，进行“心理策反”，瓦
解共产党人意志，使重庆和川东地区
党、团组织遭受极为惨重的损失。

中共四川省委的建立和
“兴隆巷事件”
三三一惨案后，中共在四川的领
导机关——中共重庆地委遭到破坏，
地委领导杨闇公、冉钧等相继牺牲，
幸存的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被迫转
移。1927 年 7 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傅
烈、周贡植、钟梦侠等到重庆重建党
组织。8 月 12 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
成立，傅烈任书记。在大革命运动中
被破坏的四川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又
重新恢复起来。临时省委成立后，及
时传达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清
理、恢复和整顿各地党组织，新建中
共重庆区委（9 月改称重庆市委；1928
年 1 月改称巴县县委，10 月下旬改称
江巴县委 ；1929 年 6 月改称重庆区
委）和江津、合川县委，以及綦江、江
北县静观、沙坪坝高店场等特支。2
月中旬，临时省委在巴县铜罐驿召开
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中共四川省委，

1928 年 2 月 10 日-15 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在铜罐驿周贡植家召
开，
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
傅烈、刘愿庵、张秀熟、刘亚雄、周贡
植 5 人为常委，傅烈为书记。会议根
据 1927 年 11 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
会议精神，决定在各地陆续举行春荒
暴动，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3 月
初，中共四川省委制定并发布了旨在
迅速形成全川春暴局面的《春荒暴动
行动大纲》。
1928 年 3 月 9 日，中共巴县县委
在城区兴隆巷 8 号召开成立大会，省
委书记傅烈、省委组织局主任兼巴县
县委代理书记周贡植等出席会议 。
会议尚未开始，即被警察发现，傅烈、
周贡植及巴县县委委员共 9 人先后被
捕。4 月 3 日，饱受刑讯折磨而英勇
不屈的傅烈、周贡植等 9 位共产党人
被枪杀于朝天门沙嘴。傅烈在牺牲
前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
“我死了，你
不要忘记我是怎样死的。你要为我
报仇！要继承我底（的）遗志为党的
事业奋斗到底！”中共四川省委刚建
立一个月，巴县县委正在建立之中，
便被反动军阀破坏。

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
前赴后继坚持斗争
“兴隆巷事件”后，张秀熟代理省
委书记，继续领导开展反抗军阀统治
的革命斗争。1928 年 3 月底，巴县县
委书记喻克由被捕，4 月 19 日在朝天
门沙嘴英勇就义。10 月 1 日，因叛徒
告密，军阀当局实施大逮捕，设在重
庆城区的中共四川省委和共青团四
川省委、中共巴县县委和共青团江巴
县委等地下机关同时遭到大破坏，张
秀熟等 27 位共产党员、共青团干部被
捕。由于设在重庆的省委机关两次
被破坏，许多重要干部被捕、牺牲，省
委机关被迫暂时迁往成都。1928 年

10 月，省委常委穆青在成都建立起又
一届四川临时省委，穆青任书记。同
时，临时省委在重庆设立川东特委，
统管川东数十县党的工作。还在特
委下设中共江巴县委，负责重庆地区
党的工作。11 月，出席中共“六大”并
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刘愿庵抵达成
都，向临时省委传达“六大”精神和各
项决议。
“ 六大”精神的贯彻实施，进
一步促进了重庆地区的革命斗争走
向复苏。
1929 年 6 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
在成都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选出新
一届中共四川省委，刘愿庵任书记。
省委认为重庆仍是全川工作的重心，
决定迁回重庆。同时撤销川东特委，
由省委直接负责重庆地区党的工
作。这一时期，党的组织在重庆的设
立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格局：当省委驻
成都时，即在重庆设立川东特委作为
省委的派出机构；当省委驻重庆时，
则在成都设立川西特委。同时，由省
委直接领导重庆地区基层党组织和
各界群众运动。由于重庆地区党组
织的不断发展和革命斗争的逐步复
苏，引起了军阀当局的恐慌。特务委
员会和侦缉队，日夜出没大街小巷，
监视公众场所，伺机破坏党的组织，
逮捕共产党人，
白色恐怖日趋严重。
1930 年 3 月 20 日，省委常委、组
织部主任穆青被叛徒出卖被捕，5 月
牺牲。4 月初，江巴兵运委员会机关、
警士联合会、城区内党的地下活动据
点“九七书店”
“掘新书店”
“南来燕咖
啡店”
“ 协合寄宿舍”等相继遭到破
坏，一批地下党员被捕。4 月 7 日，中
城区委(重庆城区区委)书记陈泽锽被
捕。18 日，省委常委、军委书记李鸣
珂在朝天门码头路遇叛徒，在击毙叛
徒后被捕，次日壮烈牺牲。5 月 5 日，

省委书记刘愿庵与秘书长邹进贤、工
委书记程攸生在城区浩池街裕发祥
酱园铺楼上召开常委会议，因叛徒告
密被捕，3 天后，三人同时壮烈牺牲，
史称“浩池街事件”。由于重庆党组
织不断遭到破坏，党员人数锐减，到
当年 6 月，中共江巴中心县委所属党
员仅剩 117 人。
1930 年 5 月，在“浩池街事件”中
脱险的省委常委游少彬与罗世文、程
子健、苏爱吾等召开紧急会议，建立
起又一届中共四川省委，程子健任省
委书记。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
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逐渐抬头，提出
了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新的
省委建立后，立即贯彻中央的决定，
多次发动兵变和农民暴动，均被军阀
镇压、损失惨重。特别是在一些军阀
部队中多年辛苦积蓄起来的革命力
量几乎损失殆尽。
在武装斗争接连失利的同时，重
庆地方党的各级组织继续遭到军阀
破坏。1931 年 3 月，因叛徒告密，省
委秘书处被破坏，总交通许仁智被捕
牺牲，使省委与各地基层组织的联系
中断。在军阀当局的大搜捕中，省委
已难以在重庆立足，被迫再度迁往成
都。省委再次在重庆设立中共川东
特委，管辖川东 40 余县市的党组织。
川东特委在重庆城区设立了中共重
庆市委，积极清理被破坏的党团组
织，以工厂为重点，在各行业中发展
党 团 员 ，建 立 党 团 组 织 。 1931 年 8
月，省委决定撤销川东特委和重庆市
委，成立江巴中心县委，领导江北、巴
县、江 津 等 9 县 及 重 庆 市 区 党 的 工
作。1931 年 9 月至 1932 年初，江巴
中心县委主要领导杨仁杰、郑佑之等
先后被捕牺牲。1932 年 9 月，江巴中
心县委遭破坏后，由于党员人数大大
减少，重庆地区党组织缩小为由省委
直接领导的特支，且几度遭到破坏。
此后，省委多次从外地派人来渝恢复
重庆及川东地区党组织，但都没有成
功。到 1935 年 5 月，重庆地方各级党
组织几近全数遭到破坏。
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重庆地方
党组织在曲折中奋斗，党的组织屡遭
破坏，先后有 3 任省委书记，2 任川东
特委书记，4 任巴县县委、重庆市委和
两届江巴中心县委的负责人，以及一
大批共产党人光荣牺牲。面对牺牲，
具有共产主义坚定信念的共产党人
从未屈服，他们前赴后继，不屈不挠，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响亮地发出了
“对准我们的敌人猛攻！猛攻！”的呐
喊，以鲜血浇灌了重庆这片英雄的土
地，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
英雄壮歌。
区委党史研究室 文/图

新征程上，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上接1版）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
意志。
编，
定型于古田会议，
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
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新时代坚持
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千
实现中华民族
千万万革命将士矢志不渝听党话、
跟党走，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挫折中愈加奋起，
在困苦中勇往直前，
铸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
就了拖不垮、
打不烂、
攻无不克、
战无不胜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
的钢铁雄师。在风雨如磐的漫长革命道路
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
上，
我军将士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
只要跟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
党走，
一定能胜利。历史告诉我们，
党指挥
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与时俱进创新军事
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
战略指导，
制定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
推
障。有了中国共产党，
有了中国共产党的
动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了
坚强领导，人民军队前进就有方向、有力
坚实步伐。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就不可
量。前进道路上，
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
能有强大的祖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把这一条当作人民
会主义，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
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
永远不能丢的命
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中国人民实
根子，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旗帜
现更加美好生活，
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
为旗帜、
以党的方向为方向、
以党的意志为

打造党建动力引擎
推动审执工作迈上新台阶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法院多元解纷业务指导专家马善祥在
区法院
“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
调解纠纷。
区法院供图

前赴后继 顽强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
期。面对国民党和四川军阀反动统
治，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重庆和四川
的党组织迅速恢复和重建，重新投入
战斗，向反动军阀和封建势力展开了
前赴后继英勇顽强的斗争。

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区法院机关党委：

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新的征程上，
我
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贯
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坚持党对人民军
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全面推进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
科技强军、
人才强军、
依法治军，
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
世界一流军队，
以更强大的能力、
更可靠的
手段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
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必须同国家现代化进程
相适应，
军事能力必须同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战略需求相适应。面对国家安全
环境的深刻变化，
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
求，
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
坚决贯
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始终聚焦备战打仗，
锻造召之即来、
来之能

战、
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全面提高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水平，
全面提高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
向着党在新时
代的强军目标阔步前行，
人民军队就一定
能把新时代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更好
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风劲帆满海天远，雄师阔步新征程。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力争到 2035 年基本实
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到本世纪中叶把人
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战略安
排。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确保
2027 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宏伟蓝
图已绘就，
砥砺奋进正当时。让我们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与
时俱进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
不断书写强
国强军更为辉煌的篇章，
不断创造无愧于
历史和时代的新的光辉业绩！

“两优一先”渝中风采
探索“1347”党建工作法、成立智慧党建体验中心、擦亮党建
服务品牌……近年来，区法院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
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实现了党建
工作与审执工作双提升。

探索“1347”
党建工作法 筑牢基层底色堡垒
7 月 19 日一大早，区法院诉讼服务大厅格外繁忙。作为立
案庭的一员，党员冯意娟总是早早到岗。聆听诉求、接受咨询、
审查材料、指导诉讼……每一项工作她都格外细致。
“我的岗位直接面对群众，更需要耐心和细心。”冯意娟表
示，虽然一整天高强度交流下来，嗓子沙哑是常有的事，但当看
到一个个焦急的当事人因为她的回答更清楚维权途径和诉讼流
程时露出的笑容，
满足感油然而生。
在调解室、在审判庭、在强制执行路上、在法官进社区的活
动现场，总能看到一个个侠骨柔情、传播并捍卫公平正义的使
者。
近年来，区法院始终将党的建设挺在前面，把党组织全覆盖
拓展到执法办案基本单元。截至目前，区法院 13 个内设机构均
成立了党支部，
24 个审判团队建立了党小组。
组织建立起来了，如何画出最大同心圆？
“1347”党建工作法
应运而生。其中，1 指的是明确盯准一个目标，即“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3 指的是打造三大党
建品牌，即更好最好的“诉讼服务”品牌、更好最好的“审判效益”
品牌、更好最好的“执行兑现”品牌；4 指的是党建工作“四化”建
设，即阵地化、规范化、智能化、科学化；7 指的全面实施七项工
程，即政治立院当先工程、思想教育统一工程、组织力提升支撑
工程、以身示范引领工程、制度机制保障工程、执纪问责促动工
程、审判业绩检验工程。
“一个优秀法院必须以政治立院，一名优秀法官必须以政治
立身。”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熊德全表示，
“1347”党建工作法将
区法院政治立院宗旨、审执业务工作与党的建设进行了有机融
合，
是全院干警工作的能量池、力量源。

争先创优为民惠民 擦亮党建品牌
“急企业所急，想企业所想”
“ 不忘初心坚持依法办案，牢记
使命维护公平正义”
“ 为企业排忧解难，做人民满意公仆”。近
日，区法院
“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
连续收到当事人送来的 3 面锦
旗。
自工作室 6 月成立以来，区法院不断整合优化驻院调解力
量，严格规范调解工作流程，积极推广运用以“相信群众、依靠群
众、服务群众”为理念的老马工作法，共分流案件 463 件，成功化
解 176 件。
锦旗上的话语，既是群众投来的赞誉票，也是区法院擦亮更
好最好的“诉讼服务”品牌的成绩单。近年来，在党建引领下，区
法院树立了浓厚的品牌意识，将创先争优特质融入中心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
在让诉讼服务更优方面，以“党员先锋岗”引领“巾帼文明
岗”
“ 青年文明号”，打造货真价实的“人民满意公务员示范岗”；
升级打造诉讼服务中心与“智慧诉讼服务区”，实现诉讼服务亲
民化、集约化、信息化；打造 11 间“驻院调解室”，配备 11 名常驻
党员调解员，获评全国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
设先进单位。
在推动审判效益更高方面，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把方向、管
大局、保落实作用，与成都市锦江区法院签署司法协作框架协
议、金融审判司法协作协议，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连续 5
年获评全市审判工作先进法院。
在助力执行兑现更好作为方面，鲜明提出“一个执行团队就
是一面旗帜”
，致力构建党委领导下综合治理格局，连续 5 年获评
全市执行工作先进法院。
记者 黄清娴

我区统一战线专题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上接 1 版）
李卫东要求，全区统一战线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坚
持学原文、悟原理，全面领会把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重
要讲话精神上来，牢记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行。要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
感认同，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坚决做到听党话、跟党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整行装再出
发，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实践推向前进。要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党史学习教育、当前全区重
点工作相结合，坚持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磅礴动力，在新征程上
更好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为渝中高质量发展贡献统战
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