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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八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浙江省桐庐县富春江镇芦茨村
有这样一条路——路的一边清澈的
溪水哗哗流过，溪边苍翠的山坡更
让人心旷神怡；路的另一边，整齐
划一的民宿一字儿排开，主人们以
农家特有的热情接待着山外来客。

“一边是绿水青山，另一边是
‘金山银山’。”富春江镇副镇长华
雪芬骄傲地说，“这就是我们名副
其实的‘两山大道’！”

如今的“两山大道”并非来得
轻而易举，这背后是当地人对美好
生活的不懈追求，更是农村环境治
理实践和保护意识渐入人心的长
久积累。

这里的“垃圾”可当礼物送人
杭州大型超市的货架上，由桐

庐县农村生活垃圾“变身”而来的
有机肥深受顾客欢迎。

“这就是垃圾变废为宝的秘
密。”在芦茨村的一处“垃圾资源
化利用站”，桐庐县环保局自然生
态科科长葛丹指着一台设备介
绍，这样一台设备一天能处理约
500公斤可腐烂的生活垃圾，经过
一系列加工流程，“这些以前臭气
熏天、让人头疼的垃圾‘身价’一
下就提高了，现在还被当成礼物
送人呢！”

垃圾的后期利用离不开前端的
正确分类。桐庐县从2012年开始
实施垃圾分类。“黄蓝两色垃圾桶
简化分类方法，加上‘红黑榜’等激
励措施配合，现在不管男女老少都
知道如何正确分类。”葛丹说。

“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曾
经的桐庐乡村，正是这句顺口溜的
真实写照。事实上，以“全域旅游”
为目标的桐庐对污水治理行动得更
早。

在芦茨村的村口，一个小型花
园绿意葱茏，让刚进村的人眼前一
亮。走入其中，一间小屋墙上的屏
幕显示着总磷、氨氮、化学需氧量

等指标。
“看不出来吧，花园的下面其实

是一个污水处理中心。”看到记者
惊讶的表情，葛丹笑着说，2009年
桐庐就开始治污水，之后的3年里
共投入约3.25亿元建成污水处理工
程1644个，全县实现了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全覆盖，为全国首创。

小山村的班车直达大上海
一辆满载着260多公里外上海

游客的大巴又如期开进了芦茨村，
“画中阁”民宿的老板娘陈敏和丈
夫早已收拾干净房间，准备好农家
土菜，等候着客人们。

“2012年，我们村开通了直达上海
的班车，每天两班。村里的民宿生意也
更好了。我们家都预定到两个月以后
啦！”陈敏笑得合不拢嘴。

陈敏家是近年来芦茨村民宿蓬
勃兴起的一个缩影。“美丽乡村的
终极目标不仅要村美，还要民富。”
桐庐县农办干部侯志高说，4年前
桐庐选择了一批美丽乡村建设基础
较好且有文化特色的村，进行民宿
开发试点，同时提供一定资金补
助，引导农户进行民宿改造提升。

据统计，目前芦茨村改造投入
在 500 万元以上的中高端民宿有
22家，即使淡季时，每间房一天的

房价也在380元以上。炙手可热的
民宿业带动了许多青年返乡创业，
新理念让民宿走上了有序经营和规
范管理的道路。

为整合集聚民宿资源，桐庐县
于2012年成立了包括芦茨在内共
3个村的富春江（芦茨）慢生活体验
区。

“截至目前，体验区内的182家
民宿有近 4000 张床位，2016 年共
接待游客 110.9 万人次，旅游经营
总收入达 1.19 亿元。”华雪芬说，

“民宿发展得这么红火，小山村开
通直达大上海的班车又有什么好奇
怪的呢？” 据新华社

人才支撑
5个月内实现“双90”

据介绍，“产能利用率”是衡量
实际生产能力到底有多少在运转发
挥 生 产 作 用 ，产 能 利 用 率 达 到
90%以上，代表设备使用率接近全
部。“产品良率”是良品占产品总数
的比例。一般来讲，液晶面板的常
态良品率是90%，惠科液晶面板于5
个月内达到 90%的产品良率，代表
其生产技术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设
备运行达到最佳状态。

惠科金渝相关负责人介绍到，惠
科液晶面板能在短时间内预期目标，

最关键的力量来自于一支强大的人
才队伍。据悉，惠科与中科院重庆分
院共同组建了“重庆光电显示技术研
究院”，集结了800多名来自中国台
湾、韩国等地科研人员，同时惠科加
强与重庆本地高等院校的交流合作，
每年“定向”向惠科输送人才。

技术支撑
突破发展获400余项专利

据了解，惠科每年安排不少于总
销售额10%的资金用于创新研发，主
要围绕改善 TFT-LCD 制造工艺、
0LED关键基础零部件研发、Micro

LED、IC设计等进行技术攻关，重点把
精力放在应对 0LED 的“ 终极武
器”——Micro OLED技术的应用研
究上，预计未来 3 内将取得 Micro
LED关键技术的突破性进展。目前，
惠科金渝已经取得400多项专利技术。

值得关注的是，惠科液晶面板
第 8.6 代线项目的套切技术已经调
试成熟。目前，这一技术客户接受
度最高的是韩国一线面板生产企
业，预计到9月，惠科将实现43英寸
和 23.6 英寸液晶面板套切，进一步
提高销售弹性。

事实上，从开建到投产，惠科液
晶面板第8.6代线项目只用了15个

月，创下了全球液晶面板项目最快
投产速度！惠科7月份实际产出5.4
万片母玻璃，产出 61 万片面板，其
中 32英寸 59.3 万片，50英寸 1.7 万
片，累计完成 100 万片面板的销售
业绩，今后年产值将达110亿元。

企业支撑
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扎堆抱团

以惠科液晶面板第 8.6 代线项
目为龙头，目前，巴南引进了重庆颖
扬新材料科技园、新康意新材料西
南生产基地、金显像液晶显示模组
生产基地等10余家平板显示企业入

驻，形成了从玻璃基板、液晶面板、
液晶面板绑定、液晶显示模组，再到
整机等产业链。

上半年，惠科液晶面板第8.6代
线项目所在的巴南区经济园区累计
完成工业总产值342.9亿元，较去年
同期增加40亿元，占全区规上总产
值的82.2%。其中，界石组团完成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27.3亿元，新增
45亿元，同比增幅达54.7%；完成战
新产值74.4亿元，同比增长34.4%。
到2020年，巴南信息通信技术产业
预计实现年产值 500 亿元，将成为
全市平板显示产业核心基础部件最
重要的生产基地。

砥砺奋进的五年
绿色发展
绿色生活

浙江桐庐芦茨村：“垃圾”可当礼物送人

巴南惠科液晶面板第8.6代线项目5个月实现“双90”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谭柯 实习生 龙伟豪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

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
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
领导，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
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
话，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面从严治党取得的重大成果，深刻
阐述了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党的建
设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了继续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是新
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思想

指南，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的根本遵循。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
运取决于人心向背。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从严
治党，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
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
出问题，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态势，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
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巩固，
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
强政治保证。五年来，党风政风为
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赢得

了人民群众衷心赞誉。全面从严治
党成绩值得充分肯定，经验值得深
入总结。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
领导一切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
刻地认识到，管党治党不仅关系党
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
的前途命运。只有进一步把党建设
好，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
强大战斗力，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
成功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
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
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今天，
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
阶段，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是我们党必须完成的历史使
命。“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以更
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大的气
力抓紧抓好管党治党，毫不动摇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党
才能团结带领人民更好进行具有许
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
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

历史性成绩，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
沾沾自喜、盲目乐观。现实警示我
们，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
管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松懈。要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必须坚
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始终
绷紧从严从紧这根弦，落实好管党
治党责任，不断解决党内存在的突
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使全面从严
治党的思路举措更加科学、更加严
密、更加有效，确保党更好经受住
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
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更好战胜
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

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在历
史性“赶考”中交出优异答卷。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国共产
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最大优势。全党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
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确保党始终同人
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引领承载
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
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据新华社

张国清在重庆市推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强调

不折不扣落实好中央决策部署
切实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日前，记者从巴南区界
石工业园的惠科金渝光电获
悉，自2月27日投产以来，
惠科液晶面板第8.6代线项
目持续增高。截至7月31
日，项目一期的产品良率达
到 93%，产能利用率达到
90%，5个月实现“双90”，
创造了业内最快速度。目
前，惠科液晶面板累计出货
量已超过100万片。

贯彻党代会精神贯彻党代会精神 以新业绩新气象迎接十九大以新业绩新气象迎接十九大

据重庆日报消息 8 月 4 日，
我市召开重庆市推动“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全体
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清
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
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
落实好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推动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市领导吴
存荣、陈绿平、陈和平出席会议。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长江经济带座谈会重要讲话和视
察沿线时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了
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和中央办
公厅会同国家有关部委回访调研
报告，传达了陈敏尔书记批示要
求，听取了相关部门关于我市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非法码头整
治、保护长江航运安全，饮用水水
源地安全、化工污染防治、非法采
砂整治、入河排污口治理等专项
行动进展情况，并对下一步工作

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 议 认 为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
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作出系
列重要指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把修
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地区和三峡
库 区 腹 地 ，保 护 好 长 江“ 母 亲
河”，义不容辞、责任重大。全市

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快出手、出
重拳，确保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得
到根本改观。

会议指出，中办回访调研报告
指出的问题，精准、具体、切中要
害，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全市
各部门各区县要切实把问题整改作
为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契机和有力

抓手，按照中央领导批示要求，结
合中央环保督察发现的问题，逐条
深入研究，逐项认真整改，对沿江
化工污染风险、水上流动污染、农
业面源污染等问题，下大决心、花
大力气解决，举一反三，强化督查
问责，全面加大长江生态环境修复
和保护力度，加快建设长江上游重
要生态屏障。

会议强调，要依靠深化改革，
激发绿色动能，加速形成推动绿

色发展的机制和内生动力。要建
立健全“负面清单”、常态化督察、
责任追究和生态补偿等机制。要
强化推动绿色发展的动力支撑，
以需求为导向精准招商，培育形
成低碳、绿色、环保的产业体系。
要强化推动绿色发展的政策导
向，助推长江经济带成为生态文
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
带、协调发展带，确保中央决策部
署在重庆落地生根。

重庆商报讯 昨日，记者从重
庆高速集团获悉，8月7日起重庆高
速联合中国银行重庆分行推出线上
ETC银行签约、办理服务。

自助办理ETC
分两种方式4个步骤

据悉，本次重庆高速联合中国
银行重庆分行推出线上ETC银行
签约、办理服务，用户足不出户，使
用手机或电脑便可完成ETC的签

约、办理。
该项业务具体如何办理？据介

绍，市民可关注重庆高速ETC微信
公众号（微信号：CQGS_ETC1）或
上 重 庆 高 速 公 路 公 众 服 务 网
（www.gs12122.com）办理。然后
按下面步骤办理即可：

1.进入重庆高速 ETC 微信公众
号或重庆高速公路公众服务网中的
在线银行 ETC 签约功能，选择中国
银行，根据页面提示录入和完善用
户及用户车辆相关信息。

2.在银行网银支付界面完成用
户银行卡有效性校验，校验所产生

的人民币 0.01 元的消费会在校验
完成后即时退还至用户的银行卡
账户。

3.后台审核用户及用户车辆相
关信息，待审核通过，工作人员直
接将 OBU 设备与 ETC 国标卡邮寄
至用户指定收货地址。

4.用户收到 OBU 设备与国标
卡，参照说明书自行完成设备安装
后，将 ETC 国标卡插入 OBU 中完
成自激活，激活后便可直接使用
ETC。

重庆高速集团提醒，出于安全
考虑，OBU设备是和车辆相互绑定

并具有防拆卸设置的，仅提供一次
自激活功能。用户购买后需准确按
照设备包装盒中附带的安装说明进
行设备的安装操作，不正确操作导
致OBU未被成功激活，须前往重庆
高速ETC自营网点进行重新激活。

首次通行高速
将后台信息复核

据介绍，该项业务暂只支持重
庆市范围内所有渝籍非营运客车
（以 用 户 提 供 的 行 驶 证 核 验 为
准）。同时，暂只支持重庆市范围

内中国银行发行的62开头银联信
用卡的用户申请办理，用户若无中
国银行信用卡可选择传统模式自购
OBU办理ETC或可通过中国银行
重庆分行官方微信公众号或中国银
行官方网站等网络申请信用卡后再
办理ETC银行签约业务。下一步，
重庆高速ETC将积极推进，联合其
他合作银行开展互联网办理业务。

此外，线上办理ETC与线下办
理ETC的所有使用方法与售后服
务以及通行优惠等完全一致。需要
提醒的是，用户办理时会由后台从
其提供的中国银行信用卡账户中扣

取500元人民币作为预存通行费。
用户首次通行高速公路时，根

据现场车辆图片及视频完成后台信
息复核。若用户提供的证照信息与
现场实际通行的车辆信息不符，将
直接进入黑名单禁止使用ETC，涉
嫌违法的将移交司法机关。

由于路桥费数据由重庆路桥处
提供，由用户路桥费缴费方式差异
性可能会出现无法及时获取路桥费
信息的情况出现，上述情况导致的
用户路桥费信息不准确与路桥费扣
费异常需由用户自行到ETC服务
网点进行处理。

广告

重庆高速推出线上ETC银行签约申办服务

有车一族利好 足不出户在网上就可办ETC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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