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接 01 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斗争实践中懂得，中

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幸福，必须依靠自己

的英勇奋斗来实现，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中

国。历史深刻表明，只要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勇于为改变

自己的命运而奋斗牺牲，我们的国家就一定能够走向富

强，我们的民族就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习近平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

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新时

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

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

时代使命。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

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

习近平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提出 6 点要求。一是要树立

远大理想，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到新时代

新天地中去，让青春在创新创造中闪光。二是要热爱伟大

祖国，听党话、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

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辈子的顽强奋斗来体现爱国主义情

怀，让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心中高高飘扬。三是要

担当时代责任，让青春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中绽

放，让人生在实现中国梦的奋进追逐中展现出勇敢奔跑的

英姿，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四是要勇于砥砺奋斗，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

者、开拓者、奉献者，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

中开辟天地，在攻坚克难中创造业绩，用青春和汗水创造

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五是要练就过硬本领，增强

学习紧迫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努力掌

握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努力提高人文素养，以真才

实学服务人民，以创新创造贡献国家。六是要锤炼品德修

为，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让

清风正气、蓬勃朝气遍布全社会。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必须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用

极大力量做好青年工作，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确保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

任。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全社会都要充分

信任青年、热情关心青年、严格要求青年，关注青年愿望、

帮助青年发展、支持青年创业，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

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要主动走近青年、倾

听青年，真情关心青年、关爱青年，悉心教育青年、引导青

年，尊重青年天性，照顾青年特点，关注青年所思、所忧、所

盼，积极为青年创造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

展其才的发展条件，为青年取得的成就和成绩点赞、喝彩，

让青年英雄成为驱动中华民族加速迈向伟大复兴的蓬勃

力量。

习近平指出，共青团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不断保持和增强政

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坚持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作为根本任务，认真履行引领凝聚青年、组织动员青年、

联系服务青年的职责，团结带领新时代中国青年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不断开拓创新、奋发有

为。一切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广大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各新

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都要关心青年成长、支持青年发

展，给予青年更多机会，更好发挥青年作用。

王沪宁在主持大会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深切缅怀了五四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高

度评价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发扬五

四精神的重要要求，深情寄语当代青年。我们要认真学习

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征程中，不断谱写无愧于

前辈、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壮丽篇章。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

席大会。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

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首都各

界群众和青年代表等 3000 多人参加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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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1版）
奋进新时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蜿蜒的邮路是雪山的旋律，坚强的邮车驾驶员其美多

吉，唱出高原上最美的赞歌；仪表失效、极寒凛冽，在万米

高空从容处置险情，传奇背后隐藏着英雄机长刘传健的执

着……劳动模范是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是最美的劳动

者。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对推动治蜀

兴川再上新台阶有着重要意义。我们要以劳动模范为榜

样，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

最美丽观念，崇尚劳动，积极创先争优，大力参与和推进科

技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机制创新，在各行业各领域

创造更多更好的业绩。

奋进新时代，离不开广大劳动者的不懈奋斗。我们要

胸怀理想，增强热爱祖国、建设四川的使命感荣誉感，立足

本职、敬业奉献，积极投身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经济高

质量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等重点任务中，在决胜全面

小康、建设经济强省中当好主力军。各级工会组织要紧紧

围绕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牢牢把握我国工人运动

时代主题，广泛深入持久开展“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

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以主人翁姿态建

功新时代。

踏着时代的节拍，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广大劳动者

们，行动起来吧，以饱满的热情、激情和豪情，投身到奋进

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为推动治

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作出新的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当好主人翁 奋进新时代

（紧接 01版）康佳电子科技产业园、迈高年产 50 万套汽

车底盘部件技改等 25 个项目实现开工，美立方门业 5 万

张防火芯料板、盛威致远 1000 吨金属锂等 8 个项目竣工

投产，全市新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0 户。

发展活力明显提升。一季度，盛马化工完成战略重

整，技改升级工程加快推进。天齐锂业加速产能释放，

年产值将突破 100 亿元。四川江淮申请新能源汽车项

目，争取年内落地生产。

（紧接 01版）推动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加快推

进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党

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机构统筹协调的

领导机制，强化书记抓乡村振兴的第一责任，县（区）党

委书记要当好“一线总指挥”，乡镇党委书记要当好“主

攻队长”，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牵头抓

总，行业部门要密切协作，形成强大工作合力。要把准

工作要求，瞄准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这个总方针，把落实“四个优先”要求作为

做好“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采取超常规的务实的政策

举措，加快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

发展。要狠抓脱贫攻坚，重点研究解决好“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切实减少和防止贫困人口返贫，做好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

意见》精神。会议指出，要强化政治担当，各级党委（党

组）要切实担负起党的政治建设工作主体责任，党委（党

组）书记要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党委（党组）其

他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抓好分管部门和领域党的政

治建设工作。要做到对党忠诚，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切实增强“四个自信”、自觉践行“两个维护”,确保始终

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强化理论武

装，坚定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努力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深悟透。要提升政治素养，自觉加强政

治能力锤炼，善于从政治上把握大局、审视问题，从政治

上谋划、部署、推动工作，切实做到政治方向不偏、政治

立场不移。要巩固良好政治生态，严格执行《关于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大力培育积

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会议传达学习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精神。

会议指出，要加强统筹协调，大力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

发展，着力提升我市文化旅游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

度。要坚持规划先行、项目化推进，确保各项工作有项

目、有人抓、可落地、见成效。

会议传达学习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精神。会

议指出，要大力推进企业创新，加快平台建设，扎实做好

科技人才工作，强化宣传引导，努力为建设成渝发展主

轴绿色经济强市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

为认真做好森林和城乡防火安全工作，遂

宁市应急管理局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制度，防范

自 然 灾 害 ，监 督 安 全 生 产 ，做 好 应 急 救 援 准

备。值班电话公布如下 :
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特服电话:12350
遂 宁 市 应 急 值 班 电 话:6805625，

18398152701

公
告

上阵父子兵 回乡共享“创业梦”

4 月，位于大石镇连山村的真滋味蓝莓种植园，王志

勇和儿子王春森正热火朝天地忙碌着。

2014 年，在外打拼多年的王志勇回到家乡连山村，看

着满目荒芜的土地，他被深深触动了。

早年间，王志勇到过日本、阿联酋等国家，从事与农

业相关的工作，注重品质安全和精细化管理的国外现代

农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要回来干！”这个念头在王志勇心底蔓延。此时，

刚大学毕业，怀揣创业梦想的王春森与父亲一拍即合。

通过前期考察，作为“水果之王”的蓝莓销售一路看

涨，种植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王志勇父子心动了。

“先流转 30 亩土地！”父子俩将想法化作现实，一个

搞技术，一个搞营销，经过几个月努力，昔日荒草杂生的

土地上，蓝莓苗摇曳着婀娜的身姿。

“返乡创业不易，幸好有政府给我们‘撑腰’。”王春

森告诉记者，农业前期投入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这

些客观因素是创业路上的“拦路虎”，但在大石镇党委政

府帮助下，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

“来蓝莓园采摘的最多的一天有四五百人，采摘收入

高达 2 万余元。”2018 年，蓝莓园实现销售收入 30 余万元。

今年，王志勇把基地扩展到 60 亩，并积极学习北方

先进种植经验，采用温室大棚标准化种植，引进控根器

全基质蓝莓栽培技术，从整体上改善土质和栽培条件。

“我们还增加了蓝莓品种，采摘期可从 4 月延续到 8 月。”

更长的采摘期带给父子俩无限的信心。

退役军人 用韧劲拼出一片天

在离大石镇 5 公里的长坡村，32 岁的周兵手握长

鞭，正赶着山羊到地里吃草，挂在山羊身上的铃铛发出

清脆悦耳的声音，回荡在宁静的土地上。

2014 年，在经历退役、经商后，周兵带着几年的积

蓄，毅然回到家乡创业。

“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看到村上土地撂荒严重，觉

得很可惜。”眼前的周兵憨厚、不善言辞，但目光中却透

露出坚毅和执着。

决定回乡创业后，周兵开始寻找项目。投资小、收

益快的山羊养殖项目点燃了周兵创业的希望。

“门外汉”的周兵拾起了丢掉多年的书本，开始了艰

苦的学习，对大石镇组织的各类养殖专业知识培训一次

也没落下。光理论还远远不够，只要听说哪里养羊有一

定规模，不管多远，周兵都会前去虚心请教。

因为资金有限，没有标准化的养殖场，怎么办？凭

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军人出身的周兵和父亲商量，自己

动手修建羊舍。

除了雇佣一辆挖掘机外，父子俩几乎承揽了整个

“项目”。“现在就差青储池了，到时候就能实现种养循

环。”看着自己一砖一瓦建起来的羊舍，周兵满是自豪。

“去年卖羊收入 10 余万元，今年增加了 100 多只，预

计收入会翻番。”周兵告诉记者，创业虽然艰难，但他会

坚持下去。

教师变身“猪倌”在“碰撞”中努力前行

在一片质疑声中，33 岁的王佳祥辞掉体面的教师工

作，于 2016 年回到从小长大的林水村，搞起了藏香猪养殖。

“当时想回乡创业，主要是因为父母身体不好，想回家照

顾他们。”

藏香猪平时散养在山上觅食，以天然野生可食性植

物及果实为主，再喂养一些玉米之类的食物，不添加任

何助长剂。藏香猪的价格较高，目前市价大概在 40-60
元一斤，是猪肉中的“高端”品种。

到了 2018年收获季，由于种种原因，能出栏销售的藏香

猪寥寥无几。资金快速消耗，各方压力随之而来，王佳祥第

一次萌生了放弃的念头。

这时，村主任曾桂荣主动找到王佳祥，帮他分析创业

中遇到的棘手问题。先是帮忙解决他父母的药费问题，

然后帮王佳祥联系小额贷款事宜，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村里的帮扶犹如雪中送炭，本想放弃的王佳祥重新

振作起来。“今年能够出栏 100 头左右，预计收入 35 万余

元。”对于未来，王佳祥希望能够承包一片山，让小猪在

山坡上纵情奔跑，同时打开销路，建立网络渠道，成立养

殖合作社，带动周边村民共同致富。

（全媒体记者 黄祎然）

乡村振兴路上的追梦人

遂宁行动

近年来，蓬溪县大石镇出台一系列返乡创业支持政策，以管理服
务、跟踪培养、回引创业“三大行动”为导向，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实现
自我价值的广阔舞台。

大石镇共有农民工 10342 名，目前已回引 26 名优秀农民工返乡创
业，定向培育优秀农民工 42 名，实行外联内管 73 名。

近日，记者走进三名扎根大石镇的返乡创业者，聚焦这群乡村“追
梦人”的创业故事，感知他们的青春梦想。

4 月 30 日，2019 年遂宁市安居区采摘季启动仪式在会龙镇妙思农场举行，拉开了“安心安逸果飘香 乡音乡情

安居行——安居邀您过五·一”采摘季的序幕。此次活动以“全域旅游安居城乡村振兴示范区，安心安逸果飘香乡音

乡愁安居情”为主题，将从 5 月一直持续到 10 月。图为市民采摘桑椹 全媒体记者 颜朝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