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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2月2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旅
游发展委员会获悉，春节假日期间，我市旅游产品优质丰富，
年味十足，共接待境内外游客 4286.2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7%；实现旅游总收入133.73亿元，同比增长29.6%，迎来

“开门红”。
春节假日期间，全市各区县共推出近200个旅游节庆活

动，营造了浓郁的年味氛围。据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初步统计
测算，春节假日期间，全市共接待境内外游客4286.21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133.73亿元，游客接待量、旅游总收入再创新
高，无旅游安全事故发生。

春节假日，旅游与探亲客流出现叠加，我市都市旅游与乡
村旅游呈现竞相火爆的局面。主城片区各大商圈、景区广受
境内外游客青睐，游客纷至沓来，都市旅游异常火爆。渝中区

洪崖洞景区接待游客19万人次，同比增长10.92%。江北区观
音桥商圈都市旅游区接待50万人次，同比增长27.42%。

同时，我市大力推进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和“巴渝人家”品
牌体系建设，并在春节期间启动了“重庆市房车旅游扶贫行
动”，深入18个深度贫困乡镇开展旅游扶贫。假日期间，全市
乡村旅游人气爆棚，永川区黄瓜山片区接待游客10.69万人
次，同比增长41.59%；垫江县牡丹樱花世界接待游客13.68万
人次，同比增长57.8%。

假日期间，到精品景区、古镇游览名山大川、品味巴渝文
化、领略传统习俗，也是大批游客的首选。在精品景区方面，
纳入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统计直报的12个“百万游客俱乐部”旅
游景区共接待游客226.70万人次，同比增长20.05%；实现门
票收入7383.84万元，同比增长43.81%。

春节长假我市旅游揽金133.73亿元
接待游客4286.21万人次

春节前夕，江津区德感街道高桥溪村
第四村民组的曲房经济合作社召开一年一
度的集体经济经营利润分红会。合作社成
员段晓容收到了一笔6000元的分红款。

这笔分红款是她家3个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2017年的分红收入。

同天，这个村民组有50多户村民、共
198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银行卡上，分别
收到了2000元的分红款。

而同在这个村民组内，尚有一半以上的
村民，却只能“干瞪眼”，看着别人年年分红。

这是为什么？

50多户村民签名不分集体
资产而进行集中经营

“今天的高桥溪村，是10多年前由几个
村合并而成。”高桥溪村党委书记李文明

说，而第四村民组是由当时的巴山村第七、
第八村民组合并的。

“既然现在同是第四村民组的村民，为
啥有的能够年年从集体经济中分红，而有
的不能？”重庆日报记者向李文明问道。

“这得从当时两个村民组村民的不同
观念和做法谈起。”李文明讲起了往事。

2003年，在村和村民组的规模调整中，
除巴山村要合并为高桥溪村外，其第七、第

八村民组也要进行合并。在合并前，两个
村民组都分别有近300万元的集体经营性
资产和资金。

“对这笔集体资产的处置，当时两个组
的村民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李文明说，第
八村民组的村民闹着将所有能够分的资产
按人头分了。第七村民组的村民在经过反
复商量后，认为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分光
吃光，决定不分一分钱，而将近300万元的

资产留下来进行集体经营，所获收益除留
下用于扩大生产和集体所需开支外，余下
的每年以分红方式分到198名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头上。

于是，第七村民组的50多户村民在协
议书上签名，不分集体资产，将这笔资产进
行集中经营，并民主选出了3个人的经营管
理小组，负责对集体资产进行经营和管理。

（下转2版）

江津区198名村民把近300万元的集体资产用于集中经营后——

资产年年增值 村民年年分红
本报记者 罗成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更高举起改革大旗，习近平总
书记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应运而生，一
场新时代的思想大解放席卷神州，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由此步入崭新境界、
结出丰硕果实。

新时代催生新思想——高举
改革大旗，破解时代课题，习近平
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应
运而生

隆冬时节，“特区中的特区”广东深圳
前海一派勃勃生机——

80多个工地同步在建，一座新城拔地
而起，16万多家注册企业、6万多家开业企
业推动其经济总量跃上千亿级台阶……

仿佛一个巧合。1979年，开山填海的
炮声震醒了沉睡的深圳蛇口，打响改革开

放“开山炮”。
30多年后，一片泥泞滩涂上崛起的新

一轮改革开放“桥头堡”——深圳前海，与
蛇口仅仅一山之隔。

不变的山岭，见证巨变的时代。从“深
圳速度”到“前海气魄”，同样的是敢为天下
先的改革精神，不同的是时代变革背景下
的改革使命与方向。

2012年12月，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首
赴地方考察，第一站来到前海。

面对这片处女地，习近平总书记作
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的判断，呼吁全党上下“敢于啃硬骨头，
敢于涉险滩”“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
止步”。

清醒的判断、坚定的态度、果敢的抉
择，无不基于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迅速成长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提高，

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
满生机与活力。

然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并不比发
展时少，改革进程中解决了矛盾也积累了
新的矛盾。

就在总书记广东之行后不久，广州市一
位政协委员将一张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

“万里长征图”公之于众：在广州投资一个项
目，要经过20个委办局，100个审批环节，盖
108个章，最快也要700多个审批工作日！

从历史的天空俯瞰当时的中国，“白发
社会”已经到来，增长方式简单粗放、城乡
区域发展失衡、实体经济乏力、地方债务高
企……酝酿着系统性风险。

将镜头拉近一些，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公平正义的需要与日俱增，而既得利益
集团固守藩篱，使人才上升碰到“天花板”，
创新创业遭遇“玻璃门”，社会活力不足。

经过近40年大变革大发展，中国已经

走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
速度与质量的权衡、活力与有序的把握、

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两难甚至多难情况考验
着党的执政能力、国家治理能力；与此同时，
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格局固化板结，曾经的
改革推动者成为深化改革的反对者……

中国的伟大变革，总是在直面问题中
展开波澜壮阔的画卷。

针对“往哪儿改”的困惑，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
学习，强调“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
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
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回答“要不要改”的疑虑，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天津滨海新区，强调“保持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下大气力
解决体制机制弊端”； （下转2版）

谱写新时代改革新篇章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启示录

新华社记者

面对冒着滚滚浓烟的小轿车，他抱起
矿泉水毅然往前冲；

面对蹿出火苗的出租车，他提起灭火
器冲上去；

面对急需送医的女孩，他一把抱起就
拼命往医院跑……

在同事的印象中，一次次面对危难的
时刻，总有他的身影迎难而上、化险为夷。
这个人，名叫杨雪峰。

2月18日，渝北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
队石船公巡大队副大队长杨雪峰在执行公
务时遇袭牺牲，同事们回想起与他一起共
事的点点滴滴，不禁感慨：杨雪峰一次次用
行动诠释着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他抱着矿泉水冲向冒着浓烟的车辆

“那是2015年的除夕夜，杨大队没有休
息，和我们在街面上执勤。”与杨雪峰共事
的渝北公安交巡警支队同事回忆，当时，杨

雪峰带领民警顶着呼呼的寒风，正在渝北
区政府十字路口执勤。

深夜11时许，十字路口附近正在开心
赏灯、逛街的人群突然发出惊呼声，开始四
散奔逃。

沿着群众背离的方向，杨雪峰很快找
到事发原因：距离十字路口不远处的车道
上，一辆小轿车正冒出滚滚浓烟。

原来，驾驶该车的司机袁女士当天下
午急匆匆从四川绵阳赶回渝北老家过年，

由于走得匆忙，没有注意水箱里的水已经
见底，连续行驶数百公里后水箱严重缺
水。当行驶到渝北区政府十字路口时，车
头突然冒出滚滚浓烟，发动机眼看就要爆
缸。

吓坏了的袁女士将车停在路中间，拼
命冲出驾驶室，狼狈地逃向街边。其他市
民见势不妙，也四处奔逃。

此时恰逢除夕夜，街上行人不少，一旦
车辆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杨雪峰见

状，迅速冲上前去，冒着被烫伤的危险奋力
打开引擎盖，让发动机散热，并四处寻找灭
火器。

一时找不到灭火器，情急之下杨雪峰来
到旁边小卖部，掏钱买了一箱矿泉水，抱着矿
泉水冲回小轿车旁，用矿泉水给车辆降温。

待车辆冷却后，为不妨碍交通，杨雪峰
带着同事们将车辆推到了路旁较为宽阔的
地方，又帮袁女士联系了维修厂。

（下转3版）

面对危难，他一次次冲锋在前
——记在执行公务时遇袭牺牲的民警杨雪峰

本报记者 周松

新时代新气象。新春伊始，我市各
地各部门和各级干部纷纷行动起来，认
真组织开展兴调研转作风促落实行动，
扑下身子、沉到一线。一些区县的干部
在春节后上班第一周要集中下村蹲点调
查研究；“第一书记”要进村走访调研，为
群众解决修路、供水、学费等实际困难要
求。扎实推进兴调研转作风促落实行
动，就是要通过向基层学习、拜群众为
师，让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落下去，让
惠及百姓的各项工作实起来，把党的十
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

扎实推进兴调研转作风促落实行
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重要指示精神，推
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基层
落地生根的重要举措。重视调查研究，
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大兴调查研究
之风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出台政策措
施要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底数，广泛听
取意见，兼顾各方利益”。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必
须要带头深入基层搞调研，切实把调查
研究作为提升决策水平的基本功、改进
作风的突破口和破解难题的好方法。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
年。市委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
出的“两点”“两地”定位和“四个扎实”
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
贯彻新发展理念，全力推动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走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道路，并为此作出了重大部
署。蓝图已经绘就，接下来就是狠抓落
实。要适应新时代、聚焦新目标、落实
新部署，就必须要扎实推进兴调研转作
风促落实行动，深入调查研究，把问题
找准、把解决问题的办法研究透；切实
转变作风，提倡求真务实、反对形式主
义；强化落实责任，靠实干树形象、以实
绩惠民生。

扎实推进兴调研转作风促落实行
动，是全面彻底干净肃清孙政才恶劣影
响和“薄、王”思想遗毒的重要途径。孙
政才调研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很少研
究解决实际问题，贻误了重庆发展；薄
熙来作风漂浮，标新立异，搞独立王国，
蛊惑群众，沽名钓誉。他们都不重视调
查研究，不注重作风建设，不狠抓责任
落实。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扎实推进
兴调研转作风促落实行动，关键就是要
通过抓落实，去切实解决问题。为此，
就必须要把以调查研究来提高领导水平、推动工作落实的方法找
回来，把坚持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作风找回来，把想抓落实的自
觉、敢抓落实的担当、会抓落实的能力找回来。

兴调研转作风促落实是一个层次分明、紧密联系的整体，它
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兴调研是前提，转作风
是途径，促落实是目的。没有兴调研这个前提，转作风和促落实
就无以依存、失去方向；没有转作风这个途径，兴调研和促落实就
容易添水分、打折扣；没有促落实这个目的，兴调研和转作风就会
难落地、成空谈。开展调查研究，要注重思想武装，深学笃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提高理论水
平和政策水平。要注重问题导向，抓住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全面了解情况、找到解决办法。要注重实际效果，
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访民
情而不添民忧、察民意而不费民力。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各级党组织要将开展兴调研转作风促
落实行动与民主生活会的问题整改结合起来，紧紧围绕中央的决
策部署，聚焦打好“三大攻坚战”和实施“八项行动计划”等重点工
作，充分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狠抓落实注重实
际效果，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用共产党人的
奋斗指数提升重庆的发展指数，让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总书记殷殷
嘱托更好地在巴渝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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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餐桌上的折耳根
三分之二来自这个村

山间野草成为酉阳涂市乡地灵村村民的“致富草”

春节前后我市举办1500余场招聘会

近20万个岗位供农民工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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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发布数据，春节长假，
园博园的参观人数达到29.44万人次。主广场上，“旺
狗求福”“吉祥如意”等灯组成为市民拍全家福的最好背
景。每天晚上6点，“重庆风光”“南瓜马车”等51组灯
组齐齐亮灯，长达4.5公里的彩灯线闪耀整个黑夜，成为
市民拍照、录视频的最佳场所。

小图：园博园内的重庆美食灯组。
胡杰 摄

大图：春节期间，园博园内精彩的铜梁龙表演吸引
了大批市民。 梁长炯 摄

游园观灯
不亦乐乎


