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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建国 唐文瑞

100天，攻坚克难，辗转省内外，引资237.23
亿元，超额完成市下目标任务。

100天，列出清单，倒排工期，压茬推进，德
康 20万头生猪养殖、陈毅故里景区弘毅之路等
63个项目陆续开工；童家发展区污水处理厂、四
川宏泰熊猫专用汽车制造等 30 个重点项目陆
续竣工投产……

（下转02版）

绩战乐至

新生成在谈项目111个
签约24个项目，总金额237.23亿元

63个项目陆续开工，30个重点项目
陆续竣工投产

□ 全媒体记者 韩成玺

养殖粪污用之为宝，弃之为害。作
为 2019年中央财政支持的畜牧大县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试点区，雁江一
手大力发展生猪养殖稳产保供，一手抓
生态种养循环绿色发展，通过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生猪养殖、林果
发展的生态绿色发展模式，使粪污有效
资源化利用，实现生态环保和绿色发展
双赢。

“现在果园里已经很少使用化肥
了，生猪粪污发酵后的沼液用来灌溉果
园，效果不比化肥差。”近日，谈起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的良好效果，位于雁江

区保和镇明星村的民兴水果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王革赞不绝口。

走进王革的果园，200亩柑橘果实
累累，几名工人正在给果子套袋，脚下
就是四通八达的管网。两个沼液储液
池建在距离果园不远的山坡上，来自资
阳正源农牧公司生猪养殖场的粪污经
沼气发酵后形成沼液，通过水泵输送到
山坡的储液池，灌溉果树时利用地形落
差，再辅以水泵增压即可轻松浇灌 200
亩果园。

“管网是 2019年底开始使用的，一
共铺设管网 6000 多米，包括两个高位
储液池总投资 20 余万元，其中政府补
贴近 10 万元。”王革说，使用沼液管网

灌溉带来的实惠是实实在在的，以前需
要10多个人，如今只需要3个人。尤其
让他满意的是果子品质、色泽均有较大
提升改善，果树的抗病性也得到加强，
长势越来越好。

据资阳正源农牧有限公司负责人
张军介绍，现在新建生猪繁育养殖场
都使用“标准化养殖+异位发酵零排
放”的生产模式，通过对传统同位发酵
工艺进行优化升级，从前端节水、粪污
收集，到发酵设施设计、储存池砌筑、
垫料加工、喷抛控制和应急处理等进
行了系统化改进，达到畜禽养殖与粪
污处理高效运行。该技术具有占地
小、投资少、运行成本低和无臭味等优

点，粪污经微生物发酵处理后可全部
转化为优质的固态有机肥原料，实现
资源化利用。

记者从雁江区农业农村局获悉，
2019年以来，该区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方面已投入财政资金 4000 万元，主
要是对养殖场、养殖户的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设施设备进行改（扩）建。 通过
建设异位发酵工程、养殖场（户）粪污处
理、种植园区沼液灌溉利用等设施设
备，雁江区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
备配套率达到 100%，畜禽粪污综合利
用率达到90%以上，全区基本实现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达成全面建设成渝两
地绿色“菜篮子”配送基地的目标。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11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军
队政治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
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
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会议。

会议指出，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
生命线，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修订《军
队政治工作条例》，是深入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对于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对于加强
党对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推动新时代
政治建军方略全面落实，确保我军始终
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确保有
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对于实现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
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
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全面深入贯彻军
委主席负责制，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
铸魂育人，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

对可靠。要加强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
统一领导，压实各级党组织领导政治工
作的责任，确保各项政治工作有效落
实，开创军队政治工作新局面。要聚焦
聚力备战打仗，把政治工作贯穿到战斗
力建设各环节，融入到军事斗争准备全
过程，以刚性措施推动战斗力标准在全
军牢固立起来。要坚持政治工作根本
原则和制度，积极推进政治工作思维理
念、运行模式、指导方式、方法手段创
新，推动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
高度融合。要持续纯正政治生态，坚持
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坚决纠
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会议指出，党中央对统一战线和统
战工作历来高度重视。修订《中国共产
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是党中央着眼全
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是巩固深化统一战线领域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新时代充分
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必然要求。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形成全党做统战工作的

局面，提高统战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
度化水平。各级党委（党组）要充分认
识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深入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
例》，全面准确学习领会统战理论方针
政策，切实履行做好统战工作主体责
任，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统战工作的谋
划部署，真正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
战工作开展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推
动爱国统一战线事业不断巩固发展。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高度重视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权
利，强调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激发党
员参与党内事务的热情，党内民主制度
体系不断健全，推动党员权利保障工作
取得重要成效。与时俱进修订《中国共
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有利于充分
体现我们党的领导制度优势，发挥党员
主体作用，把全体党员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共同奋斗。

会议强调，广大党员要正确认识和

处理义务与权利、责任与担当、行使权
利与遵守纪律的辩证统一关系。党员
行使权利必须以履行义务、担当责任、
遵守纪律为前提。各级党组织要加强
对条例实施的组织领导，抓好学习宣
传，开展经常性党员义务和权利教育，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完善制度机制，强
化执行落实，确保各项保障措施落到实
处，激励党员在新征程上自觉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要引导党员开展民主监督，
旗帜鲜明同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作斗
争，同一切可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
的事业的行为作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
求，鼓励党员大胆探索、勤勉敬业，敢于
担当、踏实做事，对受到诬告陷害的及
时澄清正名。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
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执行条例各项规定，
既要以上率下，在履行义务、行使权利
上立标杆、作示范，又要尊重党员主体
地位，激发党员投身党的建设和党的事
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新华社北京 11 月 30 日电 12
月 1 日出版的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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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文章强调，当今中国正经历广
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
大实践创新。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
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
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考古工作
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
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
不开考古学。必须高度重视考古工
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
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文章指出，要充分认识我国考
古工作的重大成就和重要意义。
我国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
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实证了我国
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
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展示了中
华文明的灿烂成就，是坚定文化自
信的重要源泉；展示了中华文明对
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文章指出，要做好我国考古工
作和历史研究。第一，继续探索
未知、揭示本源。第二，做好考古
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第
三 ，搞 好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工
作。第四，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
学科建设。

文章指出，在历史长河中，中
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
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给人民教育出版社部分离退休老同
志回信，向人教社的全体同志致以问候，
对教材编研出版工作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70 年来，人民

教育出版社在基础教育教材和教育图书
编研出版上辛勤耕耘、接续奋斗，为我国
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我谨向
你们和全社员工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希望人民教育出版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良
传统，推进改革创新，用心打造培根铸
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下转02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军队政治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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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定目标不放松咬定目标不放松攻坚克难战果丰攻坚克难战果丰
——乐至县抓项目促投资百日大会战工作综述

开始试生产的四川宏泰熊猫专用汽车制造公司。这里，将主要生产半挂车、市政环卫车、搅拌运输车等
20余个系列300多个产品。

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10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90%以上——

雁江全面建设成渝绿色雁江全面建设成渝绿色““菜篮子菜篮子””配送基地配送基地

广告

习近平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回信强调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

我国未来5年将投资近1000亿元为水库“体检治病”
水利部在30日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我国未来5

年共需投资近1000亿元，用于加快推进水库除险加固，消除存量隐患。

新 闻 集 装 箱

2020年我国网络安全产业规模预估将超1700亿元
2020年中国网络安全产业高峰论坛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网络安全

产业规模预估将超过1700亿元，较2015年翻了一番；我国网络安全相关企
业数量超过3000家。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协同效应进一步增强。

206个创新项目角逐中国创新方法领域最高荣誉
11月 30日，2020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总决赛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

国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型企业带来的 206个创新项目将以线上参
赛的形式，角逐中国创新方法领域最高荣誉。 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