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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调研农村垃圾分类处置工作王杰调研农村垃圾分类处置工作

王杰调研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情况

加强交流协作加强交流协作 助力脱贫攻坚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王

建国 鲁诗勤）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国家监委驻中国商飞
公司监察专员、中国商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纪委
书记赵九方一行来秀考察调研
脱贫攻坚工作，学习交流帮扶
经验。

在秀期间，赵九方一行在
县委书记王杰，县委副书记田
国华，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
戴航陪同下，先后深入川河盖
旅游区、洪安边城、隘口镇、县
城西街及秀山(武陵)现代物流
园区，对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尤其是推进旅游扶贫、产业
扶贫、电商扶贫和社会帮扶等
工作进行实地考察调研。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
司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由国
家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
从事民用飞机及相关产品的设
计、研制、生产、改装、试飞等技
术开发和技术咨询业务。发展
进程中，公司积极回馈社会，助
力脱贫攻坚，在对口帮扶联系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
的同时，还下派干部到我县挂
职煅炼，助力脱贫攻坚工作。

在川河盖旅游区，赵九方

一行参观了星空木屋酒店，了
解旅游区规划建设情况。他表
示，可以把川河盖旅游区作为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
渝 的 培 训 基 地 ，助 力 老 区 脱
贫。在洪安边城，赵九方一行
瞻仰了刘邓大军入川纪念碑，
体验了拉拉渡，参观了二野司
令部旧址，缅怀革命先辈的丰
功伟绩。在隘口镇，赵九方一
行深入隘口镇乡村扶贫产业
园、屯堡村茶叶种植基地，考察
调研了隘口镇电商扶贫和产业
扶贫，并到太阳山村看望慰问
了驻村扶贫工作队。

王杰欢迎赵九方一行来秀
考察调研指导工作，对中国商
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给予我县
的支持表示感谢。王杰说，近
年来，秀山立足文化和自然资
源优势，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积极推进产业
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和消
费扶贫，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
战打下了坚实基础。下一步，
秀山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立
足文化资源、自然生态和交通
区位优势，加快发展特色产业、

商贸物流经济、农村电子商务
和全域旅游，建成重庆东南重
要门户、文化旅游城市和商贸
物流中心，实现“秀山就是金山
银山，旅游是金山，电商是银
山。边城风情秀色可餐，秀山
人民秀外惠中”的美好愿景。

赵九方表示，秀山发展思
路清晰，经济社会治理有效，干
部群众有精气神，发展速度快、
效果好，深化脱贫攻坚的做法
和经验值得学习借鉴。他表
示，将进一步加强与我县的交
流协作，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奔向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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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对海绵城市试点建设工作给予肯定王杰对海绵城市试点建设工作给予肯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建
国）12月1日，县委书记王杰到官
庄街道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
设情况进行调研。县委常委、县
政府党组成员陈山鹰参加调研。

目前，该项目建设已启动，
正抓紧清除用地范围内的树木，
同步进行钻探施工。王杰要求，
做好项目规划，加快建设实施进
度；要注重施工环境，处理好外

部关系，维护好施工秩序，力争
早日建成投用。

县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官
庄街道雅都村，现垃圾填埋场
旁。建设用地面积 7 万余平方
米，由重庆市秀山县三峰新能源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主要对城市
垃圾进行处理服务，焚烧发电。
项目设计规模为日焚烧处理垃
圾 800 吨，一期处理规模为日焚

烧垃圾 400 吨，计划明年底建
成。一期工程建成后，年处理生
活垃圾量达13.3万吨。项目全面
建成后，年处理生活垃圾量将达
26.67 万吨，项目服务年限为 30
年。届时，烟气排放等污染物将
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标准，实现垃
圾处理“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
的总体目标，对促进县域经济社
会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建
国）11月28日，县委“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市管党政领
导干部举行集中学习研讨，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纲要》。

县委书记、县委“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
长王杰主持学习研讨，并作中心
发言讲话。

会议围绕“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
述”主题，集中学习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代
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和“将全面深化改革

进行到底”等《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
要》相关篇目，并围绕学习主题
和内容进行了研讨发言。

王杰在作中心发言时说，再
次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目的就
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深对全
面深化改革的理解和认识，坚
定改革信心，增强改革定力。
下一步，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
来，把握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要求，推动秀山各项改革取得
扎实成效。

王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工
作，关键在于抓落实落地。要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
改革重要思想为指引，进一步
增强推进改革的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强化改革责任担当，深
入开展改革调研督查，持续用
力抓改革，努力推动全面深化
改革在新起点上实现新作为。
更要抓住关键少数，层层落实
改革责任；要加强统筹协调，扎
实推进改革任务；要坚持问题
导向，深入抓好改革调研；要狠
抓督查考核，确保改革落地见
效。

““海绵城市海绵城市””有有““面子面子””也有也有““里子里子””

赵九方来秀考察调研赵九方来秀考察调研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王
建国）11 月 29 日，县委书记王
杰对城区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进行调研。县委常委、县政府
党组成员陈山鹰参加调研。

我县自 2016 年“海绵城
市”开展试点建设以来，目前
已全面完成三年试点建设任
务。我县坚持跳出“海绵”看

“海绵”，将“海绵”理念融入
城市规划和旧城改造之中，解
决污水治理、背街小巷、老旧
小区、棚户区改造等一系列

“城市病”，大力改善人居环
境。目前，已全面完成 8.4 平
方公里的试点建设任务，完成
投资 11.2 亿元，实施项目 25
个，基本实现了“小雨不积水、
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
岛有缓解”的目标。“海绵城
市”建成区域实现了雨水全收
集，道路两旁绿树成荫，公园、

广场自然景观凸显，背街小巷
清爽整洁，城市面貌焕然一
新，市民的生活环境更加舒适
宜居。

王杰深入泽京凤凰城、凤
凰新城公园、滨江公园、体育
公园、学林佳苑等地，对海绵
城市三年试点建设情况进行
实地调研，并充分肯定了我县
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他
指出，通过实施“海绵城市”建
设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基础设
施，改善了人居环境，提升了
城市品味，不仅让城市有“面
子”，也有“里子”。

王杰要求，要结合海绵城
市建设进一步查漏补缺，细化
措施，明确职责，落实责任，健
全机制，以大城智管促大城细
管带大城众管，推进城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
打造武陵山区最美城市。

市管党政领导干部举行集中学习研讨市管党政领导干部举行集中学习研讨

我县召开我县召开““家庭助廉家庭助廉””专题报告会专题报告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建
国）12 月 1 日，县委书记王杰深
入梅江镇调研农村垃圾分类工
作。他强调，要示范带动、统筹
推进，抓细抓实农村环境卫生综
合治理，把农村垃圾分类工作抓
出实效。

王杰深入梅江镇兴隆坳村
马鞍山组和火石坳组，实地查看
了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情况和垃
圾分类处置情况。

在马鞍山组，王杰走进农户
家，查看垃圾分类情况，询问垃
圾分类制度落实执行情况。在
火石坳组，王杰来到再生资源回

收点，了解垃圾分类积分兑换情
况和群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
性、主动性。

王杰对兴隆坳村垃圾分类
试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
出，目前我县农村垃圾分类处置
虽然已全面铺开，但是要达到真
正意义上的分类处置还需要一
个过程。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引
导，以点带面全面推进，通过召
开现场会等形式引导教育群众，
把垃圾分类变成老百姓的自觉
行动。

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成员
陈山鹰参加调研。

中共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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