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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吕欣）日
前，记者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会议成员视察全市重点项目建
设情况座谈会上获悉，今年1月
至8月，全市重大工程建设稳步
推 进 ，投 资 总 体 进 度 完 成
1242.4亿元，完成年度任务的
73.3%；省重大工程项目完成投
资866.4亿元，投资完成率居全
省第一。

据悉，去年10月，市政府下
发了通知征集 2021年省、市级

重大工程项目及工作计划，经
过集中审核及两轮次的编制复
核，我市纳入 2021年度计划的
市级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共有
1114 个，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1695亿元，计划新开工 351个
项目，计划完工146个项目。列
入省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 702
个，年度计划投资完成 1136亿
元，计划新开工 197个，计划完
工88个。

从目前情况看，今年 1至 8

月，274个全市重大工程项目实
现开工建设，完工60个项目，开
工任务完成率和完工任务率分
别是 78.1%和 41.1%。省重大
工程项目完成年度任务的
74.8%，实现开工建设项目 152
个，完工36个。

据了解，下一步，我市将强
化重大项目入统工作，狠抓拟
建项目前期工作推进，按照统
计法律法规指导新开工项目主
体单位完善项目统计入库要

件，抓好已开工形成实物工作
量项目入库工作，力争年度计
划开工的项目“早开工、早入
库、早建设、早入统”，实现重大
工程项目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有
效支撑。同时，努力拓宽投融资
渠道，多渠道解决项目配套资
金，统筹解决土地保障等阶段性
问题，加强建设管理和督导，高
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全市
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有力支撑
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至8月全市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省重大工程投资完成率居全省第一

从1952年到四川省江津市
引进红袍柑进村试种，到上世
纪 80年代全村煤厂、造纸厂支
撑起全村经济的“半壁江山”，
再到 2012年关停煤厂、造纸厂
后走上绿色发展道路，仁怀市
五马镇三元村三次产业转型奔
小康的故事，生动诠释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早在 1952年大集体时代，
三元生产队就依托三元地处河
谷地段、常年温度高的优势，从
四川省江津市引进红袍柑品种
分发到各家各户自留地上种
植。1966年，红袍柑进入丰产
期，成了当地群众缓解开支困窘
的经济来源。

据大坪组村民李廷强回
忆，1975年，他家自留地和荒地
上的 2亩红袍柑每公斤卖 0.36
元，当年他就用挣到的钱翻修
了房子。

上世纪 80年代，随着土地

承包到户和改革开放号角的吹
响，三元村涌现出 40多座煤矿
和300多家造纸厂，成为增加群
众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富余
劳动力要么进煤厂务工，要么
到纸厂就业，劳务收入比种庄
稼来得快。

“那几年，煤矿烟尘滚滚，
煤矿和造纸厂排出的废水流进
了村境内的五马河，群众收入
虽然增加了，但五马河的水变
浑了。原本清澈的河变成了黑
水沟，刺鼻的臭味让人不敢靠
近。五马河是赤水河的重要支
流之一，2000年后，仁怀市委、
市政府从保护赤水河入手，加
大对五马河流域生态环境整治
力度。2012年，三元村的煤矿
全部关停，造纸厂全部取缔，村
经济陷入萧条，三元村产业发
展必须重新选择。”村支书熊文
祥说。

如何让三元村16个村民组

6000多名群众重新走在富裕之
路上，五马镇党委、政府和三元
村村支两委，从 2012年开始带
领群众走上了绿色发展之路。
如今，3100亩红粱和 800亩柑
橘两大产业红红火火，鸡枞菌、
杨梅、蜂糖李、酒类包装、交通
运输等产业星罗棋布。2020
年，三元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 16417元，今年，村级集
体经济积累有望突破50万元。

2017年，在保护好红袍柑
这一传统“当家”品牌的同时，
三元村引进返乡创业能人母应
松投资 200多万元发展杨梅+
白芨种植产业。其间，母应松
立足三元适合栽种柑橘的自然
条件，流转了480亩土地种植粑
粑柑。2020年，耙耙柑初挂果，
因个大汁多味美，加之正遇春
节时令，10万斤果子很快销售
一空。

“常年在基地上务工的本
地群众有 70多人，每年支出的
劳务费有90多万元，带动了三元
及周边两个村的绿色产业发
展。”母应松说。如今，母云松的
产业越做越大，辐射到了淡水养

殖和金银花种植等领域，他还在
2020年被评为遵义市劳模。

在三元村，红缨子高粱种
植特别红火。今年，全村种植
红 粱 3100 多 亩 ，平 均 亩 产
250—300公斤。除此之外，仁
怀市红缨子种植有限公司在村
里还流转710亩土地种植，群众
除每亩得到600—800元的土地
流转费外，还可以在总利润中
获5%的利润分红。

在大干田组红粱种植大户
熊洪明家中记者看到，500公斤
红粱用麻袋整齐地堆码着。熊
洪明说，今年销售红粱的收入
可达4.6万元。

如今的五马河，常年水质
保持在二类水体以上，村民们
说，五马河变清了，三元人变富
了，这一切都党的政策好啊！。

“从2018年开始，各种产业
带动和利民分红，让三元群众
过上了绿色发展带来的幸福生
活。三元村三次产业转型实践证
明，绿色发展才能永续发展，乡村
振兴就是要抓住绿色产业发展。”
五马镇党委书记吕黔莉说。

（记者 樊明富）

三元人的三次产业转型

（详见三版）

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

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初秋时节，务川自治县大坪街道的三
坑村，群山环绕、白云悠悠、青草如茵。如
果不是当地干部指引，隐藏在绿色植被之
下的无数矿洞很难让人发现。

这里，曾经是盛极一时的务川自治县
国营汞矿的所在地，当年的人声喧嚣、车
水马龙，已被如今的宁静幽深、草木葱郁
所代替。废弃的矿山与周围的优美环境
融为一体，展示着务川不断推进矿山生态
修复治理的决心和魄力。

矿山兴衰变迁

务川被誉为“丹砂古县”。从三坑村
板场到罗溪一带，长达数十公里的山脉，
蕴藏着丰富的丹砂矿资源。早在秦汉时
期，仡佬族先民就掌握了丹砂矿的开采和
冶炼技术，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开荒辟
草、凿砂炼汞、淘砂炼丹。新中国成立后，
务川丰富的丹砂资源让汞工业成为县内
工业生产的不二之选。

1955年，国营汞矿成立，务川成为国
家最重要的水银开采基地之一，在国营汞
矿最兴盛时，三坑村聚集的人口常年保持
在1万人以上。上世纪90年代，国家相继
出台社会环境治理政策，汞工业因环境污
染性强，加之市场疲软，务川国营汞矿退
出了历史舞台。

国营汞矿关停后，三坑村已闭库的渣
场上方，存在一处堆放量约为 300吨的
废弃冶炼汞矿废渣，经雨水和地表径流
冲刷后，废渣及其渗出液会沿着山坡流
入溪中，且有流入乌江支流——务川洪
渡河的风险，对水体水质造成威胁。同
时，仍存续着的私采、盗采、土法炼汞等，
也为当地埋下了深深的生态隐患。如何
消除隐患，修复生态环境，成为务川亟待
解决的问题。

综合施策推进生态治理修复

为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2005年初，务川自治县
上下达成了一致意见：“整合国土、环保、
财政、公安、监察等力量，全力攻坚，对废
弃矿区进行综合治理修复，全方位预防废
渣堆积体发生泥石流、‘三废’泄漏对环境
及下游水体的污染。”

思路确定后，务川各部门积极行动，
先后废除了土法炼汞灶，对固体尾矿库矿

渣进行填埋、平整，并修建了尾矿库拦砂
坝、截洪沟、排水管等设施，利用黏土、耕
植土进行回填覆盖，在覆盖土壤上种植树
木、草皮等植被。由于矿区地域面积广，
废渣堆积多，务川县委、县政府经过多方
面调研考察后，选择在大坪街道三坑村老
虎沟、银钱沟和丹砂村苟家岩设置了3座
尾矿库，在三坑村木鱼厂设置了一个固体
废渣堆积体。

务川自治县采取招投标方式，分二期
工程对汞矿矿区地质环境进行治理，一期
为银钱沟尾矿库地表水截排水沟治理工
程和拦砂坝工程；二期为老虎沟尾矿库、
苟家岩尾矿库截排水沟治理工程及防渗
透覆盖生物工程，木鱼厂固体废渣堆积
体、银钱沟尾矿库防渗透覆盖生物工程。

经过10多年的综合施策，务川废弃汞
矿综合治理工作已取得亮眼成绩——恢
复土地面积 10.96公顷，生态逐步修复。
现在，青草已长满原本被废渣覆盖的山
坡，废弃矿山的环境风险得到了有效控
制，为主城区打造了一道绿色安全屏障。

绿水青山回来了！如今，曾因国营汞
矿关停而沉寂的村庄又逐渐恢复了生
机。村民们陆续迁回，利用生态修复红利
发展种植、养殖业。2016年，长期在外打
工的申东夫妻俩回到三坑村，在大山里当
起了养蜂人。申东的妻子申连秋告诉记
者，现在环境好了，春夏时节，山里到处开
满了花，是养蜂的最佳地点，产的蜜质量
也很高。去年，夫妻俩通过“企业+合作
社+农户”发展模式，与永惠蜂业合作，养
了 100多箱蜂，收入 20余万元。今年，夫
妻俩与其他村民合作，进一步扩大养殖规
模，期待着能有更好的收成。

据了解，近年来，务川自治县全力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截至目前，务川自治县申请专利1个，
注册商标2个，集中打造了“麻阳河”“锯齿
山”两个蜂蜜品牌，年产蜂蜜12万公斤，产
值近3000万元，养殖户户均年增收1万元
以上，蜜蜂产业成了群众的致富产业。

据了解，该县如今正筹划利用汞矿遗
址拓展旅游业态，在将丹砂文化、工业文
化传承下去的同时，通过文化和旅游的深
度融合，让废弃的矿山真正变废为宝，为
当地群众提供更多致富门路。

（记者 李玺）

复绿青山变金山
——务川自治县生态修复治理让废弃矿山重焕生机

“我们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继续担当
历史使命，掌握历史主动，不断把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

9日上午，纪念辛亥革命 110周年大会
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
话，深刻总结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
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动员呼吁海内外
全体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携手向
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引发社会各界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秉承先驱遗志，砥砺奋进，凝心
聚力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昂首进军！

铭记先驱功勋，汲取奋进力量

“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
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现场聆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爱国将领冯玉祥
的孙女冯丹龙难掩激动，“习近平总书记对
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给予了如此高的评价，作
为辛亥后人，我们由衷欣慰。”

冯丹龙表示，百余年前，先辈们为了“亟
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广泛传播
革命思想，连续发动武装起义，推动了革命
大势的形成。如今，自己也将传承先辈精
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
力量。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
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在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孙中山先生
历史功勋的精准概括，让暨南大学历史学系

副主任朱文亮深以为然。
“孙中山先生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

斗争旗帜，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政治纲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对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理论的形成产生重
大影响。”朱文亮表示。

近日，在北京宋庆龄故居内举办的
“孙中山宋庆龄与辛亥革命”文物图片展上，
游客们在孙中山先生为湖北革命党人题写
的“天下为公”横幅复制品前频频驻足。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
与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一以贯之。”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主任艾多
感触良多。

110年前，武昌城头枪声一响，拉开了中
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
今天，辛亥首义文化不仅成为了武汉珍贵的
文化遗产，也成为凝聚中华儿女的情感纽带。

“在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迈进的重要时刻，我们缅怀孙中山先生等
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
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
和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听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辛亥革命博物馆馆长曹波非常
振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盘
活现有文物资源，讲好辛亥革命故事，让先
驱们的伟大精神感染和影响更多人。”

秉承先驱遗志，共担历史使命

“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关于三峡大

坝、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的宏伟设想，已经
化为今日中国现代化图景中的标志性工
程。”第一时间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孙中山先生曾侄孙孙必达心潮澎湃。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
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
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今天这
充满活力的华夏大地就是最好的证明。”孙
必达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
择、人民的选择，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
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
运所系。

“新征程上，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和加强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孙中山先生振兴中
华的夙愿就一定能实现。”孙必达话语坚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是最根
本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北
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才林深
有感悟。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历经百
年艰苦奋斗，让民族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
历史进程，关键就在于找到了符合中国实
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的道路。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杨才
林说，“作为理论研究工作者，我们要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本
职工作，做好理论阐释解读，为增强广大干
部群众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
心和决心作出自己的贡献。”

“不断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
总书记在大会上掷地有声的宣示，让湖南省

浏阳市乡村振兴事务中心主任罗永志觉得
浑身充满干劲。

近年来，在浏阳市党员、干部的共同努
力下，浏阳市实现了“国贫县”到“百强县”的
跨越。“脱贫攻坚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罗永志表示，将继承和弘扬辛亥
革命先驱“天下为公”的精神，在乡村振兴的
新战场上，为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而不懈努力。

始终团结奋斗，迈步复兴征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依靠中国
人民自己的英勇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带我们回顾
了辛亥革命110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仁人
志士们勇举旗帜、振臂高呼的场景仿佛就在
眼前，作为一名青年党员，生逢其时更当奋
斗其时。”河北大学学生张梦迪本科毕业后
就加入了学校的研究生支教团，来到条件艰
苦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支教，贡献着自
己的青春力量。

随着 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临近，
张梦迪又如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冬奥会储
备志愿者。在他看来，传承是最好的致敬，
只有青年一代扛起历史的使命与责任，才
能让先驱们开创的光辉事业生生不息、代
代相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必须同舟共济，
依靠团结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

“从辛亥革命先驱们振兴中华的夙愿到
如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爱国主

义精神这一思想内核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只有全体中华儿女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不
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才能
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胜利。”9日上午，民革贵
州省委秘书长李云霞准时坐在电视机前，聆
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李云霞表示，作为一名民革党员，自己
将积极推动海峡两岸、黔台两地交流交往，
在为助推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的同时，也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应有
贡献。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以和平
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
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台湾“中华两岸
经贸投资文化教育协会”创会会长、香港
恒丰集团主席黄紫玉表示，作为台商，她
将继续组织并资助台湾基层民众与大陆的
往来和交流，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贡献
力量。

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
所在，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从博士求学到参加工作，闽南师范大
学台籍教授施沛琳已在大陆生活了 10年，
研究闽台文化传播的她对于海峡两岸间无
法切割的历史文化渊源与血肉联系有着深
刻体会。“无论身在台湾还是大陆，我们都
不能忘记血脉中的根与魂。”施沛琳说，“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两岸同胞都要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共同创造祖国完全统
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秉承先驱遗志 共筑复兴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社会各界携手奋进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