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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辞旧迎新之际，国家主
席习近平发表二○一八年新年贺词，
回顾2017年的难忘历程，展望新一年
的奋斗图景，饱含朴实为民的情怀、情
真意切的担当，在我市广大干部群众
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对祖国的未来
更加充满信心。

“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以人民
开篇，又以人民落脚，平实温暖，催人
奋进，给人以感动和力量。”铜梁区委
书记唐小平说，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牢
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锁定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在
铜梁大地上这条主线，把人民当作不
变的主题，把奋斗当作永恒的旋律，
扎实推进工业振兴、乡村振兴、城市
提质、环境提升、民生保障、生态保护
等重点工作，脚踏实地、恪尽职守，真
正做到撸起袖子加油干，问题导向盯
着干，遵循规律科学干，结果倒逼务
实干，扎扎实实迈出“实业立区、创新
强区、开放兴区、生态优区”新步伐，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
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的庄严
承诺。一诺千金。”市政协办公厅扶
贫集团驻云阳县泥溪镇工作队队长
何礼兵说，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
对做好精准脱贫工作提出了殷切希
望和明确要求，作为扶贫工作者感到
很温暖、很振奋，既进一步明确了工
作方向，又增添了工作干劲。泥溪镇
作为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2017年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得
到改善，收入逐步增加，精神面貌也
焕然一新。2018年，我们将加倍努
力，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部署，
进一步深度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推进基础设施改善、调整产业结构布
局、落实各项扶贫惠民政策，力争使泥
溪镇脱贫攻坚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为推动泥溪镇深度贫困乡镇按照“高
一格脱贫，快一步致富”要求，确保在
2020年和全国人民一起奔小康，过上
更加美好的生活打下坚实基础。

“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温暖人
心，让我倍感振奋，深受触动。”驻市
工商局纪检干部刘召表示，2018年是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我们一定要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不驰于空想、不
骛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好工作”的要求，认真做好本职
工作，为推动我市商事制度改革，积极营造“敢为、能为、有为，亲商、清
商、安商”的良好环境多作贡献。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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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新时代来临，时间便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2012－2017。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时间的脚步永不停息。
进入2018年的中国，正全面展开新时代“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任务部署，向着自己的伟大梦想进
军——

这是继往开来的新时代
——高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

思想旗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
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这样的宣示，在历史的天空久久回荡。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那

是1949年的中国；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是

1978年后的中国。
又过了30多年，时间来到一个重要的节点——
2017年10月18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

堂。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向世界郑重宣示。
党的十九大，因其绽放的思想光芒，注定彪炳史册。
这次党代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继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后，又在党章中明确习近平总书记
的核心领导地位。

“两个确立”标志着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更加成熟、更
加坚强、更加团结、更有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
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

2017年10月25日，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

平话语坚定。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五年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仅成为举旗定向

的认识论，更成为治国理政的方法论。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重

大原则，被写入新修订的党章。
立志千秋伟业，百年大党如今风华正茂；屹立于世界东

方，人民共和国正意气风发。
时间，是最好的安排。
再过一个多月，《共产党宣言》将迎来发表170年的日

子。这部光辉的著作在评价共产党人作用时如此预言：在
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将来——

2018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
2019年，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21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时间，已设定好新时代的工作坐标，梦想的壮美画卷徐

徐铺展…… （下转2版）

开启新征程 谱写新史诗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本 报 讯 （记
者 韩毅）1月1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旅游局获悉，元旦3
天假期，重庆旅游市
场安全有序，无旅游
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共接待境内外游客
1013.92 万人次，实
现旅游总收入60.7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1.03%、32.51%，迎
来2018年旅游开门
红。

假日期间，我市
天气总体晴好，各区
县共推出100多项丰
富多彩的节日活动，
如南岸长嘉汇国际
灯光节、万州三峡乡
村旅游文化节、九龙
坡黄桷坪新年艺术
节、荣昌陶文化艺术
节、两江新区欢乐谷
灯光秀、南川金佛山
冰雪节、园博园灯光

花海、渝北盆景艺术展、开州举子园元旦狂
欢、梁平非遗展等，涵盖了赏雪、灯会、美食
节、杀年猪等多种旅游元素。

这些节庆活动，既为景区增添了新亮
点，又让市民和游客充分感受到浓郁的节
日氛围。全市旅游景区、主城商圈游人如
织，人气爆棚，旅游接待人数明显增长。在
都市游方面，渝北区接待游客245.43万人
次，同比增长 14.3%；南岸区接待游客
119.85万人次，同比增长18.7%；江北区接
待游客63.8万人次，同比增长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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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重
庆日报记者1月1日从市经信委
获悉，为破解运行难题，我市创新
思路与陕西省开展了能源战略合
作——2017年全年，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陕煤集团）
累计向我市供煤514万吨，同比
增长260%。据悉，到2020年，
陕煤入渝量将突破1000万吨，这
相当于重庆在陕西有了一座年产
1000万吨级大型煤矿，常年直供
重庆工业企业。

据悉，根据2016年12月市
经信委与陕煤集团签署的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双方达成了以煤源
保障、产能置换、储煤基地建设为
主要内容的合作共识。这是一种

全新的能源战略合作模式，一方
面破解了重庆经济运行中出现的
能源短缺难题；另一方面为陕煤
集团无偿获得煤炭产能指标用于
先进产能释放，拓展西南煤炭销
售市场，布局长江流域物流战略
提供了实施方案。

按照框架协议，2017年我市
重点企业与陕煤集团签订了总量
410万吨的煤炭购销合同，其中
主力火电320万吨。截至2017
年12月31日，陕煤集团去年共
向重庆供煤514万吨，完成年度
目标的125%，占全市燃煤发电
厂全年用煤量的三分之一。

（下转4版）
（相关报道见4版）

破解电煤保障难题

重庆与陕西创新能源战略合作

本报讯 （记者 周尤）1月 1日清
晨，重庆人民广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
近千名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满怀欣喜和
期待来到人民广场，见证国旗升起，欢庆
2018年元旦。

7点40分，来自重庆铁路小学的300多
名少先队员已在人民广场上排队站好，观
礼的群众聚集在升旗台两侧，庄严肃穆地
等待着升旗仪式开始。

7点50分，迎着2018年的第一缕阳
光，和着军乐队《歌唱祖国》的节奏，国旗护
卫队的战士身着笔挺军装，迈着铿锵步伐，
护卫着国旗从广场牌坊下走出。他们昂首
阔步穿过人群，走向升旗台。8点整，《义

勇军进行曲》响起，升旗手迎风展开国旗，
右手用力一抛，国旗在半空中划出一道美
丽的弧线，缓缓升起。“起来！不愿做奴隶
的人们……”现场群众目不转睛地凝视着
国旗，伴随着军乐队的演奏一起高唱国歌。

升旗仪式结束后，武警战士来到升旗
台前，为重庆铁路小学的同学们讲述“国
旗故事”。“能在新年第一天参加升旗仪式
特别有意义，我一定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
活，发奋学习，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重庆铁路小学四年级学生涂益萌高兴地
说。随后，同学们还在“点赞公民——千
万市民升国旗”签名墙上留下各自对祖国
的祝福和新年愿望。

愿祖国明天更美好

重庆人民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

为中国人民迸发出来的创造伟力喝彩
——习近平主席二○一八年新年贺词启示录②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本报讯 （记者 杨艺）新年
到，为感谢广大读者的支持，重庆
日报特地携手支付宝派发100万
个专属红包——只需打开支付宝
APP“扫一扫”功能，扫描重庆日
报专属二维码，便能领取红包。

即日起至3月31日，用支付
宝扫描该专属二维码，即可获得
1个红包，红包内金额随机，单个
红包最高可达99元。

活动期间，每位用户每天都
有1次领取机会，获得的专属红

包需使用后才可获得下一次领取
机会。红包可以在商家实体门店
付款时一次性抵扣使用，有效期
为3天。

重庆日报携手支付宝
发新年红包啦

习近平同南非总统祖马
就中南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版刊登

用奋斗开创幸福未来
——习近平主席发表二○一八年新年贺词引起社会各界热烈反响

1月1日，8点整，五星红旗在重庆人民广场冉冉升起。 记者 齐岚森 摄

美国东部时间2017年12月31日，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新年倒计时盛典仪式上，来自中国重庆铜梁的演员表演舞龙。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据新华社）

本报纽约电 （记者 吴国红）“精彩！棒极了！”“希望能
在美国多看到这样的表演，也希望能早一天到重庆去看
看。”……美国东部时间2017年12月31日下午6时，一年一度
的纽约时报广场新年倒计时盛典闪亮启幕，重庆铜梁龙舞的
精彩亮相，震撼了纽约时报广场，引来无数点赞。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见证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当天，

纽约气温为零下10摄氏度。纽约本地媒体称，今年，这里的人
们将度过50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元旦。但这，丝毫不会削减人
们对这一有着100多年历史的世界著名狂欢活动的翘首企
盼。盛典现场，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都被兴奋、欢快的
情绪所包裹。

（下转4版）

铜梁龙舞震撼纽约时报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